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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艾伦·泰珀
(David Alan Tepper)

塞思·卡拉曼
（Seth Klarman）

右一

右二

  大卫-艾伦·泰珀(David Alan Tepper)是Appaloosa管理公司的创始人，这
家对冲基金公司管理着40亿美元的资产。作为Appaloosa管理公司的总裁和创
始人，泰珀在华尔街基金经理中有着长期最好的收益，这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
他在1982年获得了卡耐基梅隆大学工业管理科学硕士。他是一位债务重组的专
家，曾一度被认为是华尔街上最热门的投资者。

被降低至垃圾级别。在2001年1月，国家批准加州电力

部门为南加州爱迪生电力公司购买电力，该公司在2003

年开始恢复自身采购电力的能力。

泰珀从2001年至2003年购买了受灾最严重的爱迪

生电力公司数以百万计的股票，价格多在10美元或者更

低。他在2004年卖掉时其股票已经上涨到25美元左右。

安然，世通，康塞克公司破产案（2002-2004年）

2002年，泰珀购买至少10亿美元、原值为140亿美

元的安然公司不良债务，安然公司最终破产，并将公司

大部分资产归还给债券持有人。

世通公司由于隐瞒亏损误导公众对该公司做出错误

的盈利预期，当它后来拖欠债务时，债券投资者的损失

约为76亿美元，泰珀当时选择了买入。“我买了一些。

这家公司非常庞大，并且有着非常大的营业收入，所以

我可能最终会赚钱。”他当时对《西雅图时报》如是讲。

康塞克公司是一家美国保险公司，在2003年提出

了破产保护，注销了其股票。泰珀趁机购买了大量的廉

价的康塞克债券，该公司在2003年摆脱了破产威胁。

2003年，泰珀基金的收益率为148％。2004年，泰

珀在对冲基金经理薪酬中排名第二，收入为5.1亿美元。

银行（2009年）

泰珀在2009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投资。虽然银行

摇摇欲坠、面临破产，众多投资者相信政府将国有化它

们，泰珀买入了与银行相关的证券，包括普通股、优先

股和次级债务。

2009年，他获得了40多亿美元的收入，基金取得

132.7％的回报。

房地产（2011年）

即使一些房地产大型企业已经破产，泰珀现在已经

转向了这个最让人苦恼的行业。他在2011年第一季度

买入了KB家园（KBH）、D.R.霍顿公司（DHI）、普

尔特集团有限公司（PHM）、Beazer家园公司（BZH）、

Ryland集团公司（RYL）和MASCO公司（MAS）。  

大 卫 - 艾 伦· 泰 珀 (David Alan Tepper) 的

Appaloosa管理公司创立于1993年，自创立以来已经取

得了非常优异的投资业绩，截至2010年底，在过去的5年、

10年和15年，他的公司为投资者带来的回报分别为2.72

倍、14.18倍、36.10倍。 

泰珀也成了亿万富翁，他在2009年由于投资于濒

临破产的美国银行业而获得了40亿美元收益，名声大噪。

实际上，早在之前他就已经在华尔街很有名气了。他在

2003年获得了143%的收益，而且自从他创立Appaloosa

管理公司以来，其投资年均收益接近30%。

泰珀主要专注于不良债权的投资。他倾向于购买面

临危机的公司的不良债务，当公司好转后将其卖掉。

投资电力公司（2001-2004年）

泰珀确信政府不会让银行倒闭的信念来自于一个先

例。在2004年加州电力危机期间，他曾做了类似的投资，

获得了一笔不小的财富。在2000年和2001年，加利福

尼亚州的大片地区面临停电和电力公司破产问题。由于

公司人工操纵关停维护电厂，导致在用电高峰时电力短

缺，然后，他们提高了价格，并允许中间商加价。

政府应对的措施是设定一个零售电价上限，这就迫

使行业销售商处于亏损状态。加利福尼亚州的干旱燥热

和人口增长加剧了事态的发展。因此，太平洋天然气和

电气公司（PCG）最终破产，南加州爱迪生电力公司也

面临破产危机。

加州政府介入，以拯救垂死的电力公司，这些公司

在2001年年初有20多亿美元的债务，其信贷评级已经

如何成为亿万富翁
本刊特�作者 王存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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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思·卡拉曼（Seth Klarman）是Baupost基金公司总裁。Baupost集
团成立于1983年，该基金从建立到2008年12月31日，26年以来的年
均收益率为16.5%，同期标准普尔500指数收益率为10.1%。在被称为

“失去的十年”的1998年到2008年，Baupost基金的收益率为15.9%，
而同期标准普尔500指数收益率为1.4%。

塞思·卡拉曼 击。“几乎所有的金融危机，都是因为杠杆过高。”

价值投资者必须认识到，杠杆既能放大收益也同

时会放大潜在损失。“由于低估杠杆的威力，我曾经犯

过错误，不过我很幸运，没有将投资搞砸。但是其他

人不一定有这么幸运，所以不要使用太多杠杆。”卡拉

曼说。

他们应该在傲慢和谦逊中保持平衡。“投资者需要

平衡傲慢和谦逊，当你买入的时候，这是一个傲慢的行

为。这意味着，你认为市场会回转，即使有人不停地将

股票卖给我。我买入是因为我知道的比别人多，所以我

坚持自己买入的行为，这是一种傲慢。”他说。“在这种

情况下，投资者还要谦逊的对自己说‘我可能是错的’。”

他们不担心股市是否立刻回转。卡拉曼说他更关心

股票的价值。他承认，在他办公桌上没有彭博终端等数

据库，“我办公室只有一大堆关于公司经营的文件资料，

有一台电脑和一部电话。”作为中长期的投资者，“我们

关心的回落的唯一原因是，这样我们就可以买到更便宜

的东西。”

卡拉曼会在市场下跌的时候选择购买。“我们从波

动中获益，”他说，当其他投资者急于卖出的时候，往

往是他的基金买入的时候。然而，卡拉曼也强调，这是

基于他对公司价值的判断，如果预期公司未来前景不好，

他会待在场外。

对于价值投资者，买比卖容易。“买入相对更容易，

但卖出很难的。”卡拉曼说。这是因为你很难知道何时

撤离是最佳的。

卡拉曼指出，价值投资者不应和坏人拴在一起。这

里他是指看似非常便宜的股票。“很多股票价格便宜是

有原因的，”卡拉曼说，“每个人都不愿意持有那些管理

层凭借自身地位掠夺股东财富的公司。”他说。“有些公

司常年被低估，那可能是因为它们的管理层差劲。公司

良好的管理会增加公司的价值，当公司股票价值低估时，

他们也可以回购股票。而管理不善会伤害到股票。这些

都是我早期的但深刻的教训。”卡拉曼说。  

传奇价值投资者塞思·卡拉曼（Seth Klarman）

一向比较害羞，很少在媒体露面。不过最近他接受了著

名访谈记者查理·罗斯（Charlie Rose）的采访。

价值投资具有“遗传基因”。“我有价值投资的基因，”

卡拉曼说。当市场开始下跌时，很多人惊慌失措反应过

度。“我可以坦然应对，而很多人处于和人类本性的斗

争折磨中。”

价值投资者需要“慢下来”。“如果你能记住股票

不是单纯的一张随风而动的纸片，而是代表了企业未来

收益的一部分，你就能明白投资的意义。”他说，投资

者需要“慢下来”。“如果现在能以非常大的折价购买到

代表公司未来收益的股票，我是否会担心过段时间它会

以更低的价格交易？你很难确定市场明天会给你怎样的

价格，你现在可以做的是买入一部分，然后留下一些资

金等待未来继续买入。”他说，分析是比较容易的部分，

耐心也很重要。

投资是经济学和心理学的交集。“投资需要学习经

济学和心理学。”这是卡拉曼经常告诫商学院学生的内

容。“经济学中关于公司业务估值的问题，不是非常难。

而与心理学所关联的，比如你要买多少？现在的市场价

格是否可以买入？你是否需要等待一个更低的价格？如

果市场看起来像世界末日，你又该如何？这些问题相对

来讲更难一些。”他说。

杰出的价值投资者都知道贪婪会击溃投资者本身。

“价值投资者必须要有耐心，有纪律，但我真的觉得你

更需要的是，不可太贪。”究其原因，他解释说，那些

因为贪婪而使用大杠杆操纵的人往往最终会受到市场打

我有价值投资的基因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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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投资具有“遗传基因”。“我有价值投资的基因，”

卡拉曼说。当市场开始下跌时，很多人惊慌失措反应过

度。“我可以坦然应对，而很多人处于和人类本性的斗

争折磨中。”

价值投资者需要“慢下来”。“如果你能记住股票

不是单纯的一张随风而动的纸片，而是代表了企业未来

收益的一部分，你就能明白投资的意义。”他说，投资

者需要“慢下来”。“如果现在能以非常大的折价购买到

代表公司未来收益的股票，我是否会担心过段时间它会

以更低的价格交易？你很难确定市场明天会给你怎样的

价格，你现在可以做的是买入一部分，然后留下一些资

金等待未来继续买入。”他说，分析是比较容易的部分，

耐心也很重要。

投资是经济学和心理学的交集。“投资需要学习经

济学和心理学。”这是卡拉曼经常告诫商学院学生的内

容。“经济学中关于公司业务估值的问题，不是非常难。

而与心理学所关联的，比如你要买多少？现在的市场价

格是否可以买入？你是否需要等待一个更低的价格？如

果市场看起来像世界末日，你又该如何？这些问题相对

来讲更难一些。”他说。

杰出的价值投资者都知道贪婪会击溃投资者本身。

“价值投资者必须要有耐心，有纪律，但我真的觉得你

更需要的是，不可太贪。”究其原因，他解释说，那些

因为贪婪而使用大杠杆操纵的人往往最终会受到市场打

我有价值投资的基因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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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艾伦·泰珀
(David Alan Tepper)

塞思·卡拉曼
（Seth Klarman）

右一

右二

  大卫-艾伦·泰珀(David Alan Tepper)是Appaloosa管理公司的创始人，这
家对冲基金公司管理着40亿美元的资产。作为Appaloosa管理公司的总裁和创
始人，泰珀在华尔街基金经理中有着长期最好的收益，这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
他在1982年获得了卡耐基梅隆大学工业管理科学硕士。他是一位债务重组的专
家，曾一度被认为是华尔街上最热门的投资者。

被降低至垃圾级别。在2001年1月，国家批准加州电力

部门为南加州爱迪生电力公司购买电力，该公司在2003

年开始恢复自身采购电力的能力。

泰珀从2001年至2003年购买了受灾最严重的爱迪

生电力公司数以百万计的股票，价格多在10美元或者更

低。他在2004年卖掉时其股票已经上涨到25美元左右。

安然，世通，康塞克公司破产案（2002-2004年）

2002年，泰珀购买至少10亿美元、原值为140亿美

元的安然公司不良债务，安然公司最终破产，并将公司

大部分资产归还给债券持有人。

世通公司由于隐瞒亏损误导公众对该公司做出错误

的盈利预期，当它后来拖欠债务时，债券投资者的损失

约为76亿美元，泰珀当时选择了买入。“我买了一些。

这家公司非常庞大，并且有着非常大的营业收入，所以

我可能最终会赚钱。”他当时对《西雅图时报》如是讲。

康塞克公司是一家美国保险公司，在2003年提出

了破产保护，注销了其股票。泰珀趁机购买了大量的廉

价的康塞克债券，该公司在2003年摆脱了破产威胁。

2003年，泰珀基金的收益率为148％。2004年，泰

珀在对冲基金经理薪酬中排名第二，收入为5.1亿美元。

银行（2009年）

泰珀在2009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投资。虽然银行

摇摇欲坠、面临破产，众多投资者相信政府将国有化它

们，泰珀买入了与银行相关的证券，包括普通股、优先

股和次级债务。

2009年，他获得了40多亿美元的收入，基金取得

132.7％的回报。

房地产（2011年）

即使一些房地产大型企业已经破产，泰珀现在已经

转向了这个最让人苦恼的行业。他在2011年第一季度

买入了KB家园（KBH）、D.R.霍顿公司（DHI）、普

尔特集团有限公司（PHM）、Beazer家园公司（BZH）、

Ryland集团公司（RYL）和MASCO公司（MAS）。  

大 卫 - 艾 伦· 泰 珀 (David Alan Tepper) 的

Appaloosa管理公司创立于1993年，自创立以来已经取

得了非常优异的投资业绩，截至2010年底，在过去的5年、

10年和15年，他的公司为投资者带来的回报分别为2.72

倍、14.18倍、36.10倍。 

泰珀也成了亿万富翁，他在2009年由于投资于濒

临破产的美国银行业而获得了40亿美元收益，名声大噪。

实际上，早在之前他就已经在华尔街很有名气了。他在

2003年获得了143%的收益，而且自从他创立Appaloosa

管理公司以来，其投资年均收益接近30%。

泰珀主要专注于不良债权的投资。他倾向于购买面

临危机的公司的不良债务，当公司好转后将其卖掉。

投资电力公司（2001-2004年）

泰珀确信政府不会让银行倒闭的信念来自于一个先

例。在2004年加州电力危机期间，他曾做了类似的投资，

获得了一笔不小的财富。在2000年和2001年，加利福

尼亚州的大片地区面临停电和电力公司破产问题。由于

公司人工操纵关停维护电厂，导致在用电高峰时电力短

缺，然后，他们提高了价格，并允许中间商加价。

政府应对的措施是设定一个零售电价上限，这就迫

使行业销售商处于亏损状态。加利福尼亚州的干旱燥热

和人口增长加剧了事态的发展。因此，太平洋天然气和

电气公司（PCG）最终破产，南加州爱迪生电力公司也

面临破产危机。

加州政府介入，以拯救垂死的电力公司，这些公司

在2001年年初有20多亿美元的债务，其信贷评级已经

如何成为亿万富翁
本刊特�作者 王存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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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思·卡拉曼（Seth Klarman）是Baupost基金公司总裁。Baupost集
团成立于1983年，该基金从建立到2008年12月31日，26年以来的年
均收益率为16.5%，同期标准普尔500指数收益率为10.1%。在被称为

“失去的十年”的1998年到2008年，Baupost基金的收益率为15.9%，
而同期标准普尔500指数收益率为1.4%。

塞思·卡拉曼 击。“几乎所有的金融危机，都是因为杠杆过高。”

价值投资者必须认识到，杠杆既能放大收益也同

时会放大潜在损失。“由于低估杠杆的威力，我曾经犯

过错误，不过我很幸运，没有将投资搞砸。但是其他

人不一定有这么幸运，所以不要使用太多杠杆。”卡拉

曼说。

他们应该在傲慢和谦逊中保持平衡。“投资者需要

平衡傲慢和谦逊，当你买入的时候，这是一个傲慢的行

为。这意味着，你认为市场会回转，即使有人不停地将

股票卖给我。我买入是因为我知道的比别人多，所以我

坚持自己买入的行为，这是一种傲慢。”他说。“在这种

情况下，投资者还要谦逊的对自己说‘我可能是错的’。”

他们不担心股市是否立刻回转。卡拉曼说他更关心

股票的价值。他承认，在他办公桌上没有彭博终端等数

据库，“我办公室只有一大堆关于公司经营的文件资料，

有一台电脑和一部电话。”作为中长期的投资者，“我们

关心的回落的唯一原因是，这样我们就可以买到更便宜

的东西。”

卡拉曼会在市场下跌的时候选择购买。“我们从波

动中获益，”他说，当其他投资者急于卖出的时候，往

往是他的基金买入的时候。然而，卡拉曼也强调，这是

基于他对公司价值的判断，如果预期公司未来前景不好，

他会待在场外。

对于价值投资者，买比卖容易。“买入相对更容易，

但卖出很难的。”卡拉曼说。这是因为你很难知道何时

撤离是最佳的。

卡拉曼指出，价值投资者不应和坏人拴在一起。这

里他是指看似非常便宜的股票。“很多股票价格便宜是

有原因的，”卡拉曼说，“每个人都不愿意持有那些管理

层凭借自身地位掠夺股东财富的公司。”他说。“有些公

司常年被低估，那可能是因为它们的管理层差劲。公司

良好的管理会增加公司的价值，当公司股票价值低估时，

他们也可以回购股票。而管理不善会伤害到股票。这些

都是我早期的但深刻的教训。”卡拉曼说。  

传奇价值投资者塞思·卡拉曼（Seth Klarman）

一向比较害羞，很少在媒体露面。不过最近他接受了著

名访谈记者查理·罗斯（Charlie Rose）的采访。

价值投资具有“遗传基因”。“我有价值投资的基因，”

卡拉曼说。当市场开始下跌时，很多人惊慌失措反应过

度。“我可以坦然应对，而很多人处于和人类本性的斗

争折磨中。”

价值投资者需要“慢下来”。“如果你能记住股票

不是单纯的一张随风而动的纸片，而是代表了企业未来

收益的一部分，你就能明白投资的意义。”他说，投资

者需要“慢下来”。“如果现在能以非常大的折价购买到

代表公司未来收益的股票，我是否会担心过段时间它会

以更低的价格交易？你很难确定市场明天会给你怎样的

价格，你现在可以做的是买入一部分，然后留下一些资

金等待未来继续买入。”他说，分析是比较容易的部分，

耐心也很重要。

投资是经济学和心理学的交集。“投资需要学习经

济学和心理学。”这是卡拉曼经常告诫商学院学生的内

容。“经济学中关于公司业务估值的问题，不是非常难。

而与心理学所关联的，比如你要买多少？现在的市场价

格是否可以买入？你是否需要等待一个更低的价格？如

果市场看起来像世界末日，你又该如何？这些问题相对

来讲更难一些。”他说。

杰出的价值投资者都知道贪婪会击溃投资者本身。

“价值投资者必须要有耐心，有纪律，但我真的觉得你

更需要的是，不可太贪。”究其原因，他解释说，那些

因为贪婪而使用大杠杆操纵的人往往最终会受到市场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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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中获益，”他说，当其他投资者急于卖出的时候，往

往是他的基金买入的时候。然而，卡拉曼也强调，这是

基于他对公司价值的判断，如果预期公司未来前景不好，

他会待在场外。

对于价值投资者，买比卖容易。“买入相对更容易，

但卖出很难的。”卡拉曼说。这是因为你很难知道何时

撤离是最佳的。

卡拉曼指出，价值投资者不应和坏人拴在一起。这

里他是指看似非常便宜的股票。“很多股票价格便宜是

有原因的，”卡拉曼说，“每个人都不愿意持有那些管理

层凭借自身地位掠夺股东财富的公司。”他说。“有些公

司常年被低估，那可能是因为它们的管理层差劲。公司

良好的管理会增加公司的价值，当公司股票价值低估时，

他们也可以回购股票。而管理不善会伤害到股票。这些

都是我早期的但深刻的教训。”卡拉曼说。  

传奇价值投资者塞思·卡拉曼（Seth Klarman）

一向比较害羞，很少在媒体露面。不过最近他接受了著

名访谈记者查理·罗斯（Charlie Rose）的采访。

价值投资具有“遗传基因”。“我有价值投资的基因，”

卡拉曼说。当市场开始下跌时，很多人惊慌失措反应过

度。“我可以坦然应对，而很多人处于和人类本性的斗

争折磨中。”

价值投资者需要“慢下来”。“如果你能记住股票

不是单纯的一张随风而动的纸片，而是代表了企业未来

收益的一部分，你就能明白投资的意义。”他说，投资

者需要“慢下来”。“如果现在能以非常大的折价购买到

代表公司未来收益的股票，我是否会担心过段时间它会

以更低的价格交易？你很难确定市场明天会给你怎样的

价格，你现在可以做的是买入一部分，然后留下一些资

金等待未来继续买入。”他说，分析是比较容易的部分，

耐心也很重要。

投资是经济学和心理学的交集。“投资需要学习经

济学和心理学。”这是卡拉曼经常告诫商学院学生的内

容。“经济学中关于公司业务估值的问题，不是非常难。

而与心理学所关联的，比如你要买多少？现在的市场价

格是否可以买入？你是否需要等待一个更低的价格？如

果市场看起来像世界末日，你又该如何？这些问题相对

来讲更难一些。”他说。

杰出的价值投资者都知道贪婪会击溃投资者本身。

“价值投资者必须要有耐心，有纪律，但我真的觉得你

更需要的是，不可太贪。”究其原因，他解释说，那些

因为贪婪而使用大杠杆操纵的人往往最终会受到市场打

我有价值投资的基因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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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艾伦·泰珀
(David Alan Tepper)

塞思·卡拉曼
（Seth Klarman）

右一

右二

  大卫-艾伦·泰珀(David Alan Tepper)是Appaloosa管理公司的创始人，这
家对冲基金公司管理着40亿美元的资产。作为Appaloosa管理公司的总裁和创
始人，泰珀在华尔街基金经理中有着长期最好的收益，这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
他在1982年获得了卡耐基梅隆大学工业管理科学硕士。他是一位债务重组的专
家，曾一度被认为是华尔街上最热门的投资者。

被降低至垃圾级别。在2001年1月，国家批准加州电力

部门为南加州爱迪生电力公司购买电力，该公司在2003

年开始恢复自身采购电力的能力。

泰珀从2001年至2003年购买了受灾最严重的爱迪

生电力公司数以百万计的股票，价格多在10美元或者更

低。他在2004年卖掉时其股票已经上涨到25美元左右。

安然，世通，康塞克公司破产案（2002-2004年）

2002年，泰珀购买至少10亿美元、原值为140亿美

元的安然公司不良债务，安然公司最终破产，并将公司

大部分资产归还给债券持有人。

世通公司由于隐瞒亏损误导公众对该公司做出错误

的盈利预期，当它后来拖欠债务时，债券投资者的损失

约为76亿美元，泰珀当时选择了买入。“我买了一些。

这家公司非常庞大，并且有着非常大的营业收入，所以

我可能最终会赚钱。”他当时对《西雅图时报》如是讲。

康塞克公司是一家美国保险公司，在2003年提出

了破产保护，注销了其股票。泰珀趁机购买了大量的廉

价的康塞克债券，该公司在2003年摆脱了破产威胁。

2003年，泰珀基金的收益率为148％。2004年，泰

珀在对冲基金经理薪酬中排名第二，收入为5.1亿美元。

银行（2009年）

泰珀在2009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投资。虽然银行

摇摇欲坠、面临破产，众多投资者相信政府将国有化它

们，泰珀买入了与银行相关的证券，包括普通股、优先

股和次级债务。

2009年，他获得了40多亿美元的收入，基金取得

132.7％的回报。

房地产（2011年）

即使一些房地产大型企业已经破产，泰珀现在已经

转向了这个最让人苦恼的行业。他在2011年第一季度

买入了KB家园（KBH）、D.R.霍顿公司（DHI）、普

尔特集团有限公司（PHM）、Beazer家园公司（BZH）、

Ryland集团公司（RYL）和MASCO公司（MAS）。  

大 卫 - 艾 伦· 泰 珀 (David Alan Tepper) 的

Appaloosa管理公司创立于1993年，自创立以来已经取

得了非常优异的投资业绩，截至2010年底，在过去的5年、

10年和15年，他的公司为投资者带来的回报分别为2.72

倍、14.18倍、36.10倍。 

泰珀也成了亿万富翁，他在2009年由于投资于濒

临破产的美国银行业而获得了40亿美元收益，名声大噪。

实际上，早在之前他就已经在华尔街很有名气了。他在

2003年获得了143%的收益，而且自从他创立Appaloosa

管理公司以来，其投资年均收益接近30%。

泰珀主要专注于不良债权的投资。他倾向于购买面

临危机的公司的不良债务，当公司好转后将其卖掉。

投资电力公司（2001-2004年）

泰珀确信政府不会让银行倒闭的信念来自于一个先

例。在2004年加州电力危机期间，他曾做了类似的投资，

获得了一笔不小的财富。在2000年和2001年，加利福

尼亚州的大片地区面临停电和电力公司破产问题。由于

公司人工操纵关停维护电厂，导致在用电高峰时电力短

缺，然后，他们提高了价格，并允许中间商加价。

政府应对的措施是设定一个零售电价上限，这就迫

使行业销售商处于亏损状态。加利福尼亚州的干旱燥热

和人口增长加剧了事态的发展。因此，太平洋天然气和

电气公司（PCG）最终破产，南加州爱迪生电力公司也

面临破产危机。

加州政府介入，以拯救垂死的电力公司，这些公司

在2001年年初有20多亿美元的债务，其信贷评级已经

如何成为亿万富翁
本刊特�作者 王存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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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思·卡拉曼（Seth Klarman）是Baupost基金公司总裁。Baupost集
团成立于1983年，该基金从建立到2008年12月31日，26年以来的年
均收益率为16.5%，同期标准普尔500指数收益率为10.1%。在被称为

“失去的十年”的1998年到2008年，Baupost基金的收益率为15.9%，
而同期标准普尔500指数收益率为1.4%。

塞思·卡拉曼 击。“几乎所有的金融危机，都是因为杠杆过高。”

价值投资者必须认识到，杠杆既能放大收益也同

时会放大潜在损失。“由于低估杠杆的威力，我曾经犯

过错误，不过我很幸运，没有将投资搞砸。但是其他

人不一定有这么幸运，所以不要使用太多杠杆。”卡拉

曼说。

他们应该在傲慢和谦逊中保持平衡。“投资者需要

平衡傲慢和谦逊，当你买入的时候，这是一个傲慢的行

为。这意味着，你认为市场会回转，即使有人不停地将

股票卖给我。我买入是因为我知道的比别人多，所以我

坚持自己买入的行为，这是一种傲慢。”他说。“在这种

情况下，投资者还要谦逊的对自己说‘我可能是错的’。”

他们不担心股市是否立刻回转。卡拉曼说他更关心

股票的价值。他承认，在他办公桌上没有彭博终端等数

据库，“我办公室只有一大堆关于公司经营的文件资料，

有一台电脑和一部电话。”作为中长期的投资者，“我们

关心的回落的唯一原因是，这样我们就可以买到更便宜

的东西。”

卡拉曼会在市场下跌的时候选择购买。“我们从波

动中获益，”他说，当其他投资者急于卖出的时候，往

往是他的基金买入的时候。然而，卡拉曼也强调，这是

基于他对公司价值的判断，如果预期公司未来前景不好，

他会待在场外。

对于价值投资者，买比卖容易。“买入相对更容易，

但卖出很难的。”卡拉曼说。这是因为你很难知道何时

撤离是最佳的。

卡拉曼指出，价值投资者不应和坏人拴在一起。这

里他是指看似非常便宜的股票。“很多股票价格便宜是

有原因的，”卡拉曼说，“每个人都不愿意持有那些管理

层凭借自身地位掠夺股东财富的公司。”他说。“有些公

司常年被低估，那可能是因为它们的管理层差劲。公司

良好的管理会增加公司的价值，当公司股票价值低估时，

他们也可以回购股票。而管理不善会伤害到股票。这些

都是我早期的但深刻的教训。”卡拉曼说。  

传奇价值投资者塞思·卡拉曼（Seth Klarman）

一向比较害羞，很少在媒体露面。不过最近他接受了著

名访谈记者查理·罗斯（Charlie Rose）的采访。

价值投资具有“遗传基因”。“我有价值投资的基因，”

卡拉曼说。当市场开始下跌时，很多人惊慌失措反应过

度。“我可以坦然应对，而很多人处于和人类本性的斗

争折磨中。”

价值投资者需要“慢下来”。“如果你能记住股票

不是单纯的一张随风而动的纸片，而是代表了企业未来

收益的一部分，你就能明白投资的意义。”他说，投资

者需要“慢下来”。“如果现在能以非常大的折价购买到

代表公司未来收益的股票，我是否会担心过段时间它会

以更低的价格交易？你很难确定市场明天会给你怎样的

价格，你现在可以做的是买入一部分，然后留下一些资

金等待未来继续买入。”他说，分析是比较容易的部分，

耐心也很重要。

投资是经济学和心理学的交集。“投资需要学习经

济学和心理学。”这是卡拉曼经常告诫商学院学生的内

容。“经济学中关于公司业务估值的问题，不是非常难。

而与心理学所关联的，比如你要买多少？现在的市场价

格是否可以买入？你是否需要等待一个更低的价格？如

果市场看起来像世界末日，你又该如何？这些问题相对

来讲更难一些。”他说。

杰出的价值投资者都知道贪婪会击溃投资者本身。

“价值投资者必须要有耐心，有纪律，但我真的觉得你

更需要的是，不可太贪。”究其原因，他解释说，那些

因为贪婪而使用大杠杆操纵的人往往最终会受到市场打

我有价值投资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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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思·卡拉曼 击。“几乎所有的金融危机，都是因为杠杆过高。”

价值投资者必须认识到，杠杆既能放大收益也同

时会放大潜在损失。“由于低估杠杆的威力，我曾经犯

过错误，不过我很幸运，没有将投资搞砸。但是其他

人不一定有这么幸运，所以不要使用太多杠杆。”卡拉

曼说。

他们应该在傲慢和谦逊中保持平衡。“投资者需要

平衡傲慢和谦逊，当你买入的时候，这是一个傲慢的行

为。这意味着，你认为市场会回转，即使有人不停地将

股票卖给我。我买入是因为我知道的比别人多，所以我

坚持自己买入的行为，这是一种傲慢。”他说。“在这种

情况下，投资者还要谦逊的对自己说‘我可能是错的’。”

他们不担心股市是否立刻回转。卡拉曼说他更关心

股票的价值。他承认，在他办公桌上没有彭博终端等数

据库，“我办公室只有一大堆关于公司经营的文件资料，

有一台电脑和一部电话。”作为中长期的投资者，“我们

关心的回落的唯一原因是，这样我们就可以买到更便宜

的东西。”

卡拉曼会在市场下跌的时候选择购买。“我们从波

动中获益，”他说，当其他投资者急于卖出的时候，往

往是他的基金买入的时候。然而，卡拉曼也强调，这是

基于他对公司价值的判断，如果预期公司未来前景不好，

他会待在场外。

对于价值投资者，买比卖容易。“买入相对更容易，

但卖出很难的。”卡拉曼说。这是因为你很难知道何时

撤离是最佳的。

卡拉曼指出，价值投资者不应和坏人拴在一起。这

里他是指看似非常便宜的股票。“很多股票价格便宜是

有原因的，”卡拉曼说，“每个人都不愿意持有那些管理

层凭借自身地位掠夺股东财富的公司。”他说。“有些公

司常年被低估，那可能是因为它们的管理层差劲。公司

良好的管理会增加公司的价值，当公司股票价值低估时，

他们也可以回购股票。而管理不善会伤害到股票。这些

都是我早期的但深刻的教训。”卡拉曼说。  

传奇价值投资者塞思·卡拉曼（Seth Klarman）

一向比较害羞，很少在媒体露面。不过最近他接受了著

名访谈记者查理·罗斯（Charlie Rose）的采访。

价值投资具有“遗传基因”。“我有价值投资的基因，”

卡拉曼说。当市场开始下跌时，很多人惊慌失措反应过

度。“我可以坦然应对，而很多人处于和人类本性的斗

争折磨中。”

价值投资者需要“慢下来”。“如果你能记住股票

不是单纯的一张随风而动的纸片，而是代表了企业未来

收益的一部分，你就能明白投资的意义。”他说，投资

者需要“慢下来”。“如果现在能以非常大的折价购买到

代表公司未来收益的股票，我是否会担心过段时间它会

以更低的价格交易？你很难确定市场明天会给你怎样的

价格，你现在可以做的是买入一部分，然后留下一些资

金等待未来继续买入。”他说，分析是比较容易的部分，

耐心也很重要。

投资是经济学和心理学的交集。“投资需要学习经

济学和心理学。”这是卡拉曼经常告诫商学院学生的内

容。“经济学中关于公司业务估值的问题，不是非常难。

而与心理学所关联的，比如你要买多少？现在的市场价

格是否可以买入？你是否需要等待一个更低的价格？如

果市场看起来像世界末日，你又该如何？这些问题相对

来讲更难一些。”他说。

杰出的价值投资者都知道贪婪会击溃投资者本身。

“价值投资者必须要有耐心，有纪律，但我真的觉得你

更需要的是，不可太贪。”究其原因，他解释说，那些

因为贪婪而使用大杠杆操纵的人往往最终会受到市场打

我有价值投资的基因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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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艾伦·泰珀
(David Alan Tepper)

塞思·卡拉曼
（Seth Klarman）

右一

右二

  大卫-艾伦·泰珀(David Alan Tepper)是Appaloosa管理公司的创始人，这
家对冲基金公司管理着40亿美元的资产。作为Appaloosa管理公司的总裁和创
始人，泰珀在华尔街基金经理中有着长期最好的收益，这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
他在1982年获得了卡耐基梅隆大学工业管理科学硕士。他是一位债务重组的专
家，曾一度被认为是华尔街上最热门的投资者。

被降低至垃圾级别。在2001年1月，国家批准加州电力

部门为南加州爱迪生电力公司购买电力，该公司在2003

年开始恢复自身采购电力的能力。

泰珀从2001年至2003年购买了受灾最严重的爱迪

生电力公司数以百万计的股票，价格多在10美元或者更

低。他在2004年卖掉时其股票已经上涨到25美元左右。

安然，世通，康塞克公司破产案（2002-2004年）

2002年，泰珀购买至少10亿美元、原值为140亿美

元的安然公司不良债务，安然公司最终破产，并将公司

大部分资产归还给债券持有人。

世通公司由于隐瞒亏损误导公众对该公司做出错误

的盈利预期，当它后来拖欠债务时，债券投资者的损失

约为76亿美元，泰珀当时选择了买入。“我买了一些。

这家公司非常庞大，并且有着非常大的营业收入，所以

我可能最终会赚钱。”他当时对《西雅图时报》如是讲。

康塞克公司是一家美国保险公司，在2003年提出

了破产保护，注销了其股票。泰珀趁机购买了大量的廉

价的康塞克债券，该公司在2003年摆脱了破产威胁。

2003年，泰珀基金的收益率为148％。2004年，泰

珀在对冲基金经理薪酬中排名第二，收入为5.1亿美元。

银行（2009年）

泰珀在2009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投资。虽然银行

摇摇欲坠、面临破产，众多投资者相信政府将国有化它

们，泰珀买入了与银行相关的证券，包括普通股、优先

股和次级债务。

2009年，他获得了40多亿美元的收入，基金取得

132.7％的回报。

房地产（2011年）

即使一些房地产大型企业已经破产，泰珀现在已经

转向了这个最让人苦恼的行业。他在2011年第一季度

买入了KB家园（KBH）、D.R.霍顿公司（DHI）、普

尔特集团有限公司（PHM）、Beazer家园公司（BZH）、

Ryland集团公司（RYL）和MASCO公司（MAS）。  

大 卫 - 艾 伦· 泰 珀 (David Alan Tepper) 的

Appaloosa管理公司创立于1993年，自创立以来已经取

得了非常优异的投资业绩，截至2010年底，在过去的5年、

10年和15年，他的公司为投资者带来的回报分别为2.72

倍、14.18倍、36.10倍。 

泰珀也成了亿万富翁，他在2009年由于投资于濒

临破产的美国银行业而获得了40亿美元收益，名声大噪。

实际上，早在之前他就已经在华尔街很有名气了。他在

2003年获得了143%的收益，而且自从他创立Appaloosa

管理公司以来，其投资年均收益接近30%。

泰珀主要专注于不良债权的投资。他倾向于购买面

临危机的公司的不良债务，当公司好转后将其卖掉。

投资电力公司（2001-2004年）

泰珀确信政府不会让银行倒闭的信念来自于一个先

例。在2004年加州电力危机期间，他曾做了类似的投资，

获得了一笔不小的财富。在2000年和2001年，加利福

尼亚州的大片地区面临停电和电力公司破产问题。由于

公司人工操纵关停维护电厂，导致在用电高峰时电力短

缺，然后，他们提高了价格，并允许中间商加价。

政府应对的措施是设定一个零售电价上限，这就迫

使行业销售商处于亏损状态。加利福尼亚州的干旱燥热

和人口增长加剧了事态的发展。因此，太平洋天然气和

电气公司（PCG）最终破产，南加州爱迪生电力公司也

面临破产危机。

加州政府介入，以拯救垂死的电力公司，这些公司

在2001年年初有20多亿美元的债务，其信贷评级已经

如何成为亿万富翁
本刊特�作者 王存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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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思·卡拉曼（Seth Klarman）是Baupost基金公司总裁。Baupost集
团成立于1983年，该基金从建立到2008年12月31日，26年以来的年
均收益率为16.5%，同期标准普尔500指数收益率为10.1%。在被称为

“失去的十年”的1998年到2008年，Baupost基金的收益率为15.9%，
而同期标准普尔500指数收益率为1.4%。

塞思·卡拉曼 击。“几乎所有的金融危机，都是因为杠杆过高。”

价值投资者必须认识到，杠杆既能放大收益也同

时会放大潜在损失。“由于低估杠杆的威力，我曾经犯

过错误，不过我很幸运，没有将投资搞砸。但是其他

人不一定有这么幸运，所以不要使用太多杠杆。”卡拉

曼说。

他们应该在傲慢和谦逊中保持平衡。“投资者需要

平衡傲慢和谦逊，当你买入的时候，这是一个傲慢的行

为。这意味着，你认为市场会回转，即使有人不停地将

股票卖给我。我买入是因为我知道的比别人多，所以我

坚持自己买入的行为，这是一种傲慢。”他说。“在这种

情况下，投资者还要谦逊的对自己说‘我可能是错的’。”

他们不担心股市是否立刻回转。卡拉曼说他更关心

股票的价值。他承认，在他办公桌上没有彭博终端等数

据库，“我办公室只有一大堆关于公司经营的文件资料，

有一台电脑和一部电话。”作为中长期的投资者，“我们

关心的回落的唯一原因是，这样我们就可以买到更便宜

的东西。”

卡拉曼会在市场下跌的时候选择购买。“我们从波

动中获益，”他说，当其他投资者急于卖出的时候，往

往是他的基金买入的时候。然而，卡拉曼也强调，这是

基于他对公司价值的判断，如果预期公司未来前景不好，

他会待在场外。

对于价值投资者，买比卖容易。“买入相对更容易，

但卖出很难的。”卡拉曼说。这是因为你很难知道何时

撤离是最佳的。

卡拉曼指出，价值投资者不应和坏人拴在一起。这

里他是指看似非常便宜的股票。“很多股票价格便宜是

有原因的，”卡拉曼说，“每个人都不愿意持有那些管理

层凭借自身地位掠夺股东财富的公司。”他说。“有些公

司常年被低估，那可能是因为它们的管理层差劲。公司

良好的管理会增加公司的价值，当公司股票价值低估时，

他们也可以回购股票。而管理不善会伤害到股票。这些

都是我早期的但深刻的教训。”卡拉曼说。  

传奇价值投资者塞思·卡拉曼（Seth Klarman）

一向比较害羞，很少在媒体露面。不过最近他接受了著

名访谈记者查理·罗斯（Charlie Rose）的采访。

价值投资具有“遗传基因”。“我有价值投资的基因，”

卡拉曼说。当市场开始下跌时，很多人惊慌失措反应过

度。“我可以坦然应对，而很多人处于和人类本性的斗

争折磨中。”

价值投资者需要“慢下来”。“如果你能记住股票

不是单纯的一张随风而动的纸片，而是代表了企业未来

收益的一部分，你就能明白投资的意义。”他说，投资

者需要“慢下来”。“如果现在能以非常大的折价购买到

代表公司未来收益的股票，我是否会担心过段时间它会

以更低的价格交易？你很难确定市场明天会给你怎样的

价格，你现在可以做的是买入一部分，然后留下一些资

金等待未来继续买入。”他说，分析是比较容易的部分，

耐心也很重要。

投资是经济学和心理学的交集。“投资需要学习经

济学和心理学。”这是卡拉曼经常告诫商学院学生的内

容。“经济学中关于公司业务估值的问题，不是非常难。

而与心理学所关联的，比如你要买多少？现在的市场价

格是否可以买入？你是否需要等待一个更低的价格？如

果市场看起来像世界末日，你又该如何？这些问题相对

来讲更难一些。”他说。

杰出的价值投资者都知道贪婪会击溃投资者本身。

“价值投资者必须要有耐心，有纪律，但我真的觉得你

更需要的是，不可太贪。”究其原因，他解释说，那些

因为贪婪而使用大杠杆操纵的人往往最终会受到市场打

我有价值投资的基因
／文

2011/12/17 •  第 46 期 69

  塞思·卡拉曼（Seth Klarman）是Baupost基金公司总裁。Baupost集
团成立于1983年，该基金从建立到2008年12月31日，26年以来的年
均收益率为16.5%，同期标准普尔500指数收益率为10.1%。在被称为

“失去的十年”的1998年到2008年，Baupost基金的收益率为15.9%，
而同期标准普尔500指数收益率为1.4%。

塞思·卡拉曼 击。“几乎所有的金融危机，都是因为杠杆过高。”

价值投资者必须认识到，杠杆既能放大收益也同

时会放大潜在损失。“由于低估杠杆的威力，我曾经犯

过错误，不过我很幸运，没有将投资搞砸。但是其他

人不一定有这么幸运，所以不要使用太多杠杆。”卡拉

曼说。

他们应该在傲慢和谦逊中保持平衡。“投资者需要

平衡傲慢和谦逊，当你买入的时候，这是一个傲慢的行

为。这意味着，你认为市场会回转，即使有人不停地将

股票卖给我。我买入是因为我知道的比别人多，所以我

坚持自己买入的行为，这是一种傲慢。”他说。“在这种

情况下，投资者还要谦逊的对自己说‘我可能是错的’。”

他们不担心股市是否立刻回转。卡拉曼说他更关心

股票的价值。他承认，在他办公桌上没有彭博终端等数

据库，“我办公室只有一大堆关于公司经营的文件资料，

有一台电脑和一部电话。”作为中长期的投资者，“我们

关心的回落的唯一原因是，这样我们就可以买到更便宜

的东西。”

卡拉曼会在市场下跌的时候选择购买。“我们从波

动中获益，”他说，当其他投资者急于卖出的时候，往

往是他的基金买入的时候。然而，卡拉曼也强调，这是

基于他对公司价值的判断，如果预期公司未来前景不好，

他会待在场外。

对于价值投资者，买比卖容易。“买入相对更容易，

但卖出很难的。”卡拉曼说。这是因为你很难知道何时

撤离是最佳的。

卡拉曼指出，价值投资者不应和坏人拴在一起。这

里他是指看似非常便宜的股票。“很多股票价格便宜是

有原因的，”卡拉曼说，“每个人都不愿意持有那些管理

层凭借自身地位掠夺股东财富的公司。”他说。“有些公

司常年被低估，那可能是因为它们的管理层差劲。公司

良好的管理会增加公司的价值，当公司股票价值低估时，

他们也可以回购股票。而管理不善会伤害到股票。这些

都是我早期的但深刻的教训。”卡拉曼说。  

传奇价值投资者塞思·卡拉曼（Seth Klarman）

一向比较害羞，很少在媒体露面。不过最近他接受了著

名访谈记者查理·罗斯（Charlie Rose）的采访。

价值投资具有“遗传基因”。“我有价值投资的基因，”

卡拉曼说。当市场开始下跌时，很多人惊慌失措反应过

度。“我可以坦然应对，而很多人处于和人类本性的斗

争折磨中。”

价值投资者需要“慢下来”。“如果你能记住股票

不是单纯的一张随风而动的纸片，而是代表了企业未来

收益的一部分，你就能明白投资的意义。”他说，投资

者需要“慢下来”。“如果现在能以非常大的折价购买到

代表公司未来收益的股票，我是否会担心过段时间它会

以更低的价格交易？你很难确定市场明天会给你怎样的

价格，你现在可以做的是买入一部分，然后留下一些资

金等待未来继续买入。”他说，分析是比较容易的部分，

耐心也很重要。

投资是经济学和心理学的交集。“投资需要学习经

济学和心理学。”这是卡拉曼经常告诫商学院学生的内

容。“经济学中关于公司业务估值的问题，不是非常难。

而与心理学所关联的，比如你要买多少？现在的市场价

格是否可以买入？你是否需要等待一个更低的价格？如

果市场看起来像世界末日，你又该如何？这些问题相对

来讲更难一些。”他说。

杰出的价值投资者都知道贪婪会击溃投资者本身。

“价值投资者必须要有耐心，有纪律，但我真的觉得你

更需要的是，不可太贪。”究其原因，他解释说，那些

因为贪婪而使用大杠杆操纵的人往往最终会受到市场打

我有价值投资的基因
／文



60   

鹏华杰出投资者文摘Penghua guru's digest

68 •证券市场周刊 •

大卫-艾伦·泰珀
(David Alan Tepper)

塞思·卡拉曼
（Seth Klarman）

右一

右二

  大卫-艾伦·泰珀(David Alan Tepper)是Appaloosa管理公司的创始人，这
家对冲基金公司管理着40亿美元的资产。作为Appaloosa管理公司的总裁和创
始人，泰珀在华尔街基金经理中有着长期最好的收益，这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
他在1982年获得了卡耐基梅隆大学工业管理科学硕士。他是一位债务重组的专
家，曾一度被认为是华尔街上最热门的投资者。

被降低至垃圾级别。在2001年1月，国家批准加州电力

部门为南加州爱迪生电力公司购买电力，该公司在2003

年开始恢复自身采购电力的能力。

泰珀从2001年至2003年购买了受灾最严重的爱迪

生电力公司数以百万计的股票，价格多在10美元或者更

低。他在2004年卖掉时其股票已经上涨到25美元左右。

安然，世通，康塞克公司破产案（2002-2004年）

2002年，泰珀购买至少10亿美元、原值为140亿美

元的安然公司不良债务，安然公司最终破产，并将公司

大部分资产归还给债券持有人。

世通公司由于隐瞒亏损误导公众对该公司做出错误

的盈利预期，当它后来拖欠债务时，债券投资者的损失

约为76亿美元，泰珀当时选择了买入。“我买了一些。

这家公司非常庞大，并且有着非常大的营业收入，所以

我可能最终会赚钱。”他当时对《西雅图时报》如是讲。

康塞克公司是一家美国保险公司，在2003年提出

了破产保护，注销了其股票。泰珀趁机购买了大量的廉

价的康塞克债券，该公司在2003年摆脱了破产威胁。

2003年，泰珀基金的收益率为148％。2004年，泰

珀在对冲基金经理薪酬中排名第二，收入为5.1亿美元。

银行（2009年）

泰珀在2009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投资。虽然银行

摇摇欲坠、面临破产，众多投资者相信政府将国有化它

们，泰珀买入了与银行相关的证券，包括普通股、优先

股和次级债务。

2009年，他获得了40多亿美元的收入，基金取得

132.7％的回报。

房地产（2011年）

即使一些房地产大型企业已经破产，泰珀现在已经

转向了这个最让人苦恼的行业。他在2011年第一季度

买入了KB家园（KBH）、D.R.霍顿公司（DHI）、普

尔特集团有限公司（PHM）、Beazer家园公司（BZH）、

Ryland集团公司（RYL）和MASCO公司（MAS）。  

大 卫 - 艾 伦· 泰 珀 (David Alan Tepper) 的

Appaloosa管理公司创立于1993年，自创立以来已经取

得了非常优异的投资业绩，截至2010年底，在过去的5年、

10年和15年，他的公司为投资者带来的回报分别为2.72

倍、14.18倍、36.10倍。 

泰珀也成了亿万富翁，他在2009年由于投资于濒

临破产的美国银行业而获得了40亿美元收益，名声大噪。

实际上，早在之前他就已经在华尔街很有名气了。他在

2003年获得了143%的收益，而且自从他创立Appaloosa

管理公司以来，其投资年均收益接近30%。

泰珀主要专注于不良债权的投资。他倾向于购买面

临危机的公司的不良债务，当公司好转后将其卖掉。

投资电力公司（2001-2004年）

泰珀确信政府不会让银行倒闭的信念来自于一个先

例。在2004年加州电力危机期间，他曾做了类似的投资，

获得了一笔不小的财富。在2000年和2001年，加利福

尼亚州的大片地区面临停电和电力公司破产问题。由于

公司人工操纵关停维护电厂，导致在用电高峰时电力短

缺，然后，他们提高了价格，并允许中间商加价。

政府应对的措施是设定一个零售电价上限，这就迫

使行业销售商处于亏损状态。加利福尼亚州的干旱燥热

和人口增长加剧了事态的发展。因此，太平洋天然气和

电气公司（PCG）最终破产，南加州爱迪生电力公司也

面临破产危机。

加州政府介入，以拯救垂死的电力公司，这些公司

在2001年年初有20多亿美元的债务，其信贷评级已经

如何成为亿万富翁
本刊特�作者 王存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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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管理会增加公司的价值，当公司股票价值低估时，

他们也可以回购股票。而管理不善会伤害到股票。这些

都是我早期的但深刻的教训。”卡拉曼说。  

传奇价值投资者塞思·卡拉曼（Seth Klarman）

一向比较害羞，很少在媒体露面。不过最近他接受了著

名访谈记者查理·罗斯（Charlie Rose）的采访。

价值投资具有“遗传基因”。“我有价值投资的基因，”

卡拉曼说。当市场开始下跌时，很多人惊慌失措反应过

度。“我可以坦然应对，而很多人处于和人类本性的斗

争折磨中。”

价值投资者需要“慢下来”。“如果你能记住股票

不是单纯的一张随风而动的纸片，而是代表了企业未来

收益的一部分，你就能明白投资的意义。”他说，投资

者需要“慢下来”。“如果现在能以非常大的折价购买到

代表公司未来收益的股票，我是否会担心过段时间它会

以更低的价格交易？你很难确定市场明天会给你怎样的

价格，你现在可以做的是买入一部分，然后留下一些资

金等待未来继续买入。”他说，分析是比较容易的部分，

耐心也很重要。

投资是经济学和心理学的交集。“投资需要学习经

济学和心理学。”这是卡拉曼经常告诫商学院学生的内

容。“经济学中关于公司业务估值的问题，不是非常难。

而与心理学所关联的，比如你要买多少？现在的市场价

格是否可以买入？你是否需要等待一个更低的价格？如

果市场看起来像世界末日，你又该如何？这些问题相对

来讲更难一些。”他说。

杰出的价值投资者都知道贪婪会击溃投资者本身。

“价值投资者必须要有耐心，有纪律，但我真的觉得你

更需要的是，不可太贪。”究其原因，他解释说，那些

因为贪婪而使用大杠杆操纵的人往往最终会受到市场打

我有价值投资的基因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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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艾伦·泰珀
(David Alan Tepper)

塞思·卡拉曼
（Seth Klarman）

右一

右二

  大卫-艾伦·泰珀(David Alan Tepper)是Appaloosa管理公司的创始人，这
家对冲基金公司管理着40亿美元的资产。作为Appaloosa管理公司的总裁和创
始人，泰珀在华尔街基金经理中有着长期最好的收益，这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
他在1982年获得了卡耐基梅隆大学工业管理科学硕士。他是一位债务重组的专
家，曾一度被认为是华尔街上最热门的投资者。

被降低至垃圾级别。在2001年1月，国家批准加州电力

部门为南加州爱迪生电力公司购买电力，该公司在2003

年开始恢复自身采购电力的能力。

泰珀从2001年至2003年购买了受灾最严重的爱迪

生电力公司数以百万计的股票，价格多在10美元或者更

低。他在2004年卖掉时其股票已经上涨到25美元左右。

安然，世通，康塞克公司破产案（2002-2004年）

2002年，泰珀购买至少10亿美元、原值为140亿美

元的安然公司不良债务，安然公司最终破产，并将公司

大部分资产归还给债券持有人。

世通公司由于隐瞒亏损误导公众对该公司做出错误

的盈利预期，当它后来拖欠债务时，债券投资者的损失

约为76亿美元，泰珀当时选择了买入。“我买了一些。

这家公司非常庞大，并且有着非常大的营业收入，所以

我可能最终会赚钱。”他当时对《西雅图时报》如是讲。

康塞克公司是一家美国保险公司，在2003年提出

了破产保护，注销了其股票。泰珀趁机购买了大量的廉

价的康塞克债券，该公司在2003年摆脱了破产威胁。

2003年，泰珀基金的收益率为148％。2004年，泰

珀在对冲基金经理薪酬中排名第二，收入为5.1亿美元。

银行（2009年）

泰珀在2009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投资。虽然银行

摇摇欲坠、面临破产，众多投资者相信政府将国有化它

们，泰珀买入了与银行相关的证券，包括普通股、优先

股和次级债务。

2009年，他获得了40多亿美元的收入，基金取得

132.7％的回报。

房地产（2011年）

即使一些房地产大型企业已经破产，泰珀现在已经

转向了这个最让人苦恼的行业。他在2011年第一季度

买入了KB家园（KBH）、D.R.霍顿公司（DHI）、普

尔特集团有限公司（PHM）、Beazer家园公司（BZH）、

Ryland集团公司（RYL）和MASCO公司（MAS）。  

大 卫 - 艾 伦· 泰 珀 (David Alan Tepper) 的

Appaloosa管理公司创立于1993年，自创立以来已经取

得了非常优异的投资业绩，截至2010年底，在过去的5年、

10年和15年，他的公司为投资者带来的回报分别为2.72

倍、14.18倍、36.10倍。 

泰珀也成了亿万富翁，他在2009年由于投资于濒

临破产的美国银行业而获得了40亿美元收益，名声大噪。

实际上，早在之前他就已经在华尔街很有名气了。他在

2003年获得了143%的收益，而且自从他创立Appaloosa

管理公司以来，其投资年均收益接近30%。

泰珀主要专注于不良债权的投资。他倾向于购买面

临危机的公司的不良债务，当公司好转后将其卖掉。

投资电力公司（2001-2004年）

泰珀确信政府不会让银行倒闭的信念来自于一个先

例。在2004年加州电力危机期间，他曾做了类似的投资，

获得了一笔不小的财富。在2000年和2001年，加利福

尼亚州的大片地区面临停电和电力公司破产问题。由于

公司人工操纵关停维护电厂，导致在用电高峰时电力短

缺，然后，他们提高了价格，并允许中间商加价。

政府应对的措施是设定一个零售电价上限，这就迫

使行业销售商处于亏损状态。加利福尼亚州的干旱燥热

和人口增长加剧了事态的发展。因此，太平洋天然气和

电气公司（PCG）最终破产，南加州爱迪生电力公司也

面临破产危机。

加州政府介入，以拯救垂死的电力公司，这些公司

在2001年年初有20多亿美元的债务，其信贷评级已经

如何成为亿万富翁
本刊特�作者 王存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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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担心股市是否立刻回转。卡拉曼说他更关心

股票的价值。他承认，在他办公桌上没有彭博终端等数

据库，“我办公室只有一大堆关于公司经营的文件资料，

有一台电脑和一部电话。”作为中长期的投资者，“我们

关心的回落的唯一原因是，这样我们就可以买到更便宜

的东西。”

卡拉曼会在市场下跌的时候选择购买。“我们从波

动中获益，”他说，当其他投资者急于卖出的时候，往

往是他的基金买入的时候。然而，卡拉曼也强调，这是

基于他对公司价值的判断，如果预期公司未来前景不好，

他会待在场外。

对于价值投资者，买比卖容易。“买入相对更容易，

但卖出很难的。”卡拉曼说。这是因为你很难知道何时

撤离是最佳的。

卡拉曼指出，价值投资者不应和坏人拴在一起。这

里他是指看似非常便宜的股票。“很多股票价格便宜是

有原因的，”卡拉曼说，“每个人都不愿意持有那些管理

层凭借自身地位掠夺股东财富的公司。”他说。“有些公

司常年被低估，那可能是因为它们的管理层差劲。公司

良好的管理会增加公司的价值，当公司股票价值低估时，

他们也可以回购股票。而管理不善会伤害到股票。这些

都是我早期的但深刻的教训。”卡拉曼说。  

传奇价值投资者塞思·卡拉曼（Seth Klarman）

一向比较害羞，很少在媒体露面。不过最近他接受了著

名访谈记者查理·罗斯（Charlie Rose）的采访。

价值投资具有“遗传基因”。“我有价值投资的基因，”

卡拉曼说。当市场开始下跌时，很多人惊慌失措反应过

度。“我可以坦然应对，而很多人处于和人类本性的斗

争折磨中。”

价值投资者需要“慢下来”。“如果你能记住股票

不是单纯的一张随风而动的纸片，而是代表了企业未来

收益的一部分，你就能明白投资的意义。”他说，投资

者需要“慢下来”。“如果现在能以非常大的折价购买到

代表公司未来收益的股票，我是否会担心过段时间它会

以更低的价格交易？你很难确定市场明天会给你怎样的

价格，你现在可以做的是买入一部分，然后留下一些资

金等待未来继续买入。”他说，分析是比较容易的部分，

耐心也很重要。

投资是经济学和心理学的交集。“投资需要学习经

济学和心理学。”这是卡拉曼经常告诫商学院学生的内

容。“经济学中关于公司业务估值的问题，不是非常难。

而与心理学所关联的，比如你要买多少？现在的市场价

格是否可以买入？你是否需要等待一个更低的价格？如

果市场看起来像世界末日，你又该如何？这些问题相对

来讲更难一些。”他说。

杰出的价值投资者都知道贪婪会击溃投资者本身。

“价值投资者必须要有耐心，有纪律，但我真的觉得你

更需要的是，不可太贪。”究其原因，他解释说，那些

因为贪婪而使用大杠杆操纵的人往往最终会受到市场打

我有价值投资的基因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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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艾伦·泰珀
(David Alan Tepper)

塞思·卡拉曼
（Seth Klarman）

右一

右二

  大卫-艾伦·泰珀(David Alan Tepper)是Appaloosa管理公司的创始人，这
家对冲基金公司管理着40亿美元的资产。作为Appaloosa管理公司的总裁和创
始人，泰珀在华尔街基金经理中有着长期最好的收益，这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
他在1982年获得了卡耐基梅隆大学工业管理科学硕士。他是一位债务重组的专
家，曾一度被认为是华尔街上最热门的投资者。

被降低至垃圾级别。在2001年1月，国家批准加州电力

部门为南加州爱迪生电力公司购买电力，该公司在2003

年开始恢复自身采购电力的能力。

泰珀从2001年至2003年购买了受灾最严重的爱迪

生电力公司数以百万计的股票，价格多在10美元或者更

低。他在2004年卖掉时其股票已经上涨到25美元左右。

安然，世通，康塞克公司破产案（2002-2004年）

2002年，泰珀购买至少10亿美元、原值为140亿美

元的安然公司不良债务，安然公司最终破产，并将公司

大部分资产归还给债券持有人。

世通公司由于隐瞒亏损误导公众对该公司做出错误

的盈利预期，当它后来拖欠债务时，债券投资者的损失

约为76亿美元，泰珀当时选择了买入。“我买了一些。

这家公司非常庞大，并且有着非常大的营业收入，所以

我可能最终会赚钱。”他当时对《西雅图时报》如是讲。

康塞克公司是一家美国保险公司，在2003年提出

了破产保护，注销了其股票。泰珀趁机购买了大量的廉

价的康塞克债券，该公司在2003年摆脱了破产威胁。

2003年，泰珀基金的收益率为148％。2004年，泰

珀在对冲基金经理薪酬中排名第二，收入为5.1亿美元。

银行（2009年）

泰珀在2009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投资。虽然银行

摇摇欲坠、面临破产，众多投资者相信政府将国有化它

们，泰珀买入了与银行相关的证券，包括普通股、优先

股和次级债务。

2009年，他获得了40多亿美元的收入，基金取得

132.7％的回报。

房地产（2011年）

即使一些房地产大型企业已经破产，泰珀现在已经

转向了这个最让人苦恼的行业。他在2011年第一季度

买入了KB家园（KBH）、D.R.霍顿公司（DHI）、普

尔特集团有限公司（PHM）、Beazer家园公司（BZH）、

Ryland集团公司（RYL）和MASCO公司（MAS）。  

大 卫 - 艾 伦· 泰 珀 (David Alan Tepper) 的

Appaloosa管理公司创立于1993年，自创立以来已经取

得了非常优异的投资业绩，截至2010年底，在过去的5年、

10年和15年，他的公司为投资者带来的回报分别为2.72

倍、14.18倍、36.10倍。 

泰珀也成了亿万富翁，他在2009年由于投资于濒

临破产的美国银行业而获得了40亿美元收益，名声大噪。

实际上，早在之前他就已经在华尔街很有名气了。他在

2003年获得了143%的收益，而且自从他创立Appaloosa

管理公司以来，其投资年均收益接近30%。

泰珀主要专注于不良债权的投资。他倾向于购买面

临危机的公司的不良债务，当公司好转后将其卖掉。

投资电力公司（2001-2004年）

泰珀确信政府不会让银行倒闭的信念来自于一个先

例。在2004年加州电力危机期间，他曾做了类似的投资，

获得了一笔不小的财富。在2000年和2001年，加利福

尼亚州的大片地区面临停电和电力公司破产问题。由于

公司人工操纵关停维护电厂，导致在用电高峰时电力短

缺，然后，他们提高了价格，并允许中间商加价。

政府应对的措施是设定一个零售电价上限，这就迫

使行业销售商处于亏损状态。加利福尼亚州的干旱燥热

和人口增长加剧了事态的发展。因此，太平洋天然气和

电气公司（PCG）最终破产，南加州爱迪生电力公司也

面临破产危机。

加州政府介入，以拯救垂死的电力公司，这些公司

在2001年年初有20多亿美元的债务，其信贷评级已经

如何成为亿万富翁
本刊特�作者 王存迎／文

大卫-艾伦·泰珀

鹏华杰出投资者文摘Penghua guru's digest

68 •证券市场周刊 •

大卫-艾伦·泰珀
(David Alan Tepper)

塞思·卡拉曼
（Seth Klarman）

右一

右二

  大卫-艾伦·泰珀(David Alan Tepper)是Appaloosa管理公司的创始人，这
家对冲基金公司管理着40亿美元的资产。作为Appaloosa管理公司的总裁和创
始人，泰珀在华尔街基金经理中有着长期最好的收益，这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
他在1982年获得了卡耐基梅隆大学工业管理科学硕士。他是一位债务重组的专
家，曾一度被认为是华尔街上最热门的投资者。

被降低至垃圾级别。在2001年1月，国家批准加州电力

部门为南加州爱迪生电力公司购买电力，该公司在2003

年开始恢复自身采购电力的能力。

泰珀从2001年至2003年购买了受灾最严重的爱迪

生电力公司数以百万计的股票，价格多在10美元或者更

低。他在2004年卖掉时其股票已经上涨到25美元左右。

安然，世通，康塞克公司破产案（2002-2004年）

2002年，泰珀购买至少10亿美元、原值为140亿美

元的安然公司不良债务，安然公司最终破产，并将公司

大部分资产归还给债券持有人。

世通公司由于隐瞒亏损误导公众对该公司做出错误

的盈利预期，当它后来拖欠债务时，债券投资者的损失

约为76亿美元，泰珀当时选择了买入。“我买了一些。

这家公司非常庞大，并且有着非常大的营业收入，所以

我可能最终会赚钱。”他当时对《西雅图时报》如是讲。

康塞克公司是一家美国保险公司，在2003年提出

了破产保护，注销了其股票。泰珀趁机购买了大量的廉

价的康塞克债券，该公司在2003年摆脱了破产威胁。

2003年，泰珀基金的收益率为148％。2004年，泰

珀在对冲基金经理薪酬中排名第二，收入为5.1亿美元。

银行（2009年）

泰珀在2009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投资。虽然银行

摇摇欲坠、面临破产，众多投资者相信政府将国有化它

们，泰珀买入了与银行相关的证券，包括普通股、优先

股和次级债务。

2009年，他获得了40多亿美元的收入，基金取得

132.7％的回报。

房地产（2011年）

即使一些房地产大型企业已经破产，泰珀现在已经

转向了这个最让人苦恼的行业。他在2011年第一季度

买入了KB家园（KBH）、D.R.霍顿公司（DHI）、普

尔特集团有限公司（PHM）、Beazer家园公司（BZH）、

Ryland集团公司（RYL）和MASCO公司（MAS）。  

大 卫 - 艾 伦· 泰 珀 (David Alan Tepper) 的

Appaloosa管理公司创立于1993年，自创立以来已经取

得了非常优异的投资业绩，截至2010年底，在过去的5年、

10年和15年，他的公司为投资者带来的回报分别为2.72

倍、14.18倍、36.10倍。 

泰珀也成了亿万富翁，他在2009年由于投资于濒

临破产的美国银行业而获得了40亿美元收益，名声大噪。

实际上，早在之前他就已经在华尔街很有名气了。他在

2003年获得了143%的收益，而且自从他创立Appaloosa

管理公司以来，其投资年均收益接近30%。

泰珀主要专注于不良债权的投资。他倾向于购买面

临危机的公司的不良债务，当公司好转后将其卖掉。

投资电力公司（2001-2004年）

泰珀确信政府不会让银行倒闭的信念来自于一个先

例。在2004年加州电力危机期间，他曾做了类似的投资，

获得了一笔不小的财富。在2000年和2001年，加利福

尼亚州的大片地区面临停电和电力公司破产问题。由于

公司人工操纵关停维护电厂，导致在用电高峰时电力短

缺，然后，他们提高了价格，并允许中间商加价。

政府应对的措施是设定一个零售电价上限，这就迫

使行业销售商处于亏损状态。加利福尼亚州的干旱燥热

和人口增长加剧了事态的发展。因此，太平洋天然气和

电气公司（PCG）最终破产，南加州爱迪生电力公司也

面临破产危机。

加州政府介入，以拯救垂死的电力公司，这些公司

在2001年年初有20多亿美元的债务，其信贷评级已经

如何成为亿万富翁
本刊特�作者 王存迎／文

大卫-艾伦·泰珀

65   

2011/12/17 •  第 46 期 69

  塞思·卡拉曼（Seth Klarman）是Baupost基金公司总裁。Baupost集
团成立于1983年，该基金从建立到2008年12月31日，26年以来的年
均收益率为16.5%，同期标准普尔500指数收益率为10.1%。在被称为

“失去的十年”的1998年到2008年，Baupost基金的收益率为15.9%，
而同期标准普尔500指数收益率为1.4%。

塞思·卡拉曼 击。“几乎所有的金融危机，都是因为杠杆过高。”

价值投资者必须认识到，杠杆既能放大收益也同

时会放大潜在损失。“由于低估杠杆的威力，我曾经犯

过错误，不过我很幸运，没有将投资搞砸。但是其他

人不一定有这么幸运，所以不要使用太多杠杆。”卡拉

曼说。

他们应该在傲慢和谦逊中保持平衡。“投资者需要

平衡傲慢和谦逊，当你买入的时候，这是一个傲慢的行

为。这意味着，你认为市场会回转，即使有人不停地将

股票卖给我。我买入是因为我知道的比别人多，所以我

坚持自己买入的行为，这是一种傲慢。”他说。“在这种

情况下，投资者还要谦逊的对自己说‘我可能是错的’。”

他们不担心股市是否立刻回转。卡拉曼说他更关心

股票的价值。他承认，在他办公桌上没有彭博终端等数

据库，“我办公室只有一大堆关于公司经营的文件资料，

有一台电脑和一部电话。”作为中长期的投资者，“我们

关心的回落的唯一原因是，这样我们就可以买到更便宜

的东西。”

卡拉曼会在市场下跌的时候选择购买。“我们从波

动中获益，”他说，当其他投资者急于卖出的时候，往

往是他的基金买入的时候。然而，卡拉曼也强调，这是

基于他对公司价值的判断，如果预期公司未来前景不好，

他会待在场外。

对于价值投资者，买比卖容易。“买入相对更容易，

但卖出很难的。”卡拉曼说。这是因为你很难知道何时

撤离是最佳的。

卡拉曼指出，价值投资者不应和坏人拴在一起。这

里他是指看似非常便宜的股票。“很多股票价格便宜是

有原因的，”卡拉曼说，“每个人都不愿意持有那些管理

层凭借自身地位掠夺股东财富的公司。”他说。“有些公

司常年被低估，那可能是因为它们的管理层差劲。公司

良好的管理会增加公司的价值，当公司股票价值低估时，

他们也可以回购股票。而管理不善会伤害到股票。这些

都是我早期的但深刻的教训。”卡拉曼说。  

传奇价值投资者塞思·卡拉曼（Seth Klarman）

一向比较害羞，很少在媒体露面。不过最近他接受了著

名访谈记者查理·罗斯（Charlie Rose）的采访。

价值投资具有“遗传基因”。“我有价值投资的基因，”

卡拉曼说。当市场开始下跌时，很多人惊慌失措反应过

度。“我可以坦然应对，而很多人处于和人类本性的斗

争折磨中。”

价值投资者需要“慢下来”。“如果你能记住股票

不是单纯的一张随风而动的纸片，而是代表了企业未来

收益的一部分，你就能明白投资的意义。”他说，投资

者需要“慢下来”。“如果现在能以非常大的折价购买到

代表公司未来收益的股票，我是否会担心过段时间它会

以更低的价格交易？你很难确定市场明天会给你怎样的

价格，你现在可以做的是买入一部分，然后留下一些资

金等待未来继续买入。”他说，分析是比较容易的部分，

耐心也很重要。

投资是经济学和心理学的交集。“投资需要学习经

济学和心理学。”这是卡拉曼经常告诫商学院学生的内

容。“经济学中关于公司业务估值的问题，不是非常难。

而与心理学所关联的，比如你要买多少？现在的市场价

格是否可以买入？你是否需要等待一个更低的价格？如

果市场看起来像世界末日，你又该如何？这些问题相对

来讲更难一些。”他说。

杰出的价值投资者都知道贪婪会击溃投资者本身。

“价值投资者必须要有耐心，有纪律，但我真的觉得你

更需要的是，不可太贪。”究其原因，他解释说，那些

因为贪婪而使用大杠杆操纵的人往往最终会受到市场打

我有价值投资的基因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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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艾伦·泰珀
(David Alan Tepper)

塞思·卡拉曼
（Seth Klarman）

右一

右二

  大卫-艾伦·泰珀(David Alan Tepper)是Appaloosa管理公司的创始人，这
家对冲基金公司管理着40亿美元的资产。作为Appaloosa管理公司的总裁和创
始人，泰珀在华尔街基金经理中有着长期最好的收益，这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
他在1982年获得了卡耐基梅隆大学工业管理科学硕士。他是一位债务重组的专
家，曾一度被认为是华尔街上最热门的投资者。

被降低至垃圾级别。在2001年1月，国家批准加州电力

部门为南加州爱迪生电力公司购买电力，该公司在2003

年开始恢复自身采购电力的能力。

泰珀从2001年至2003年购买了受灾最严重的爱迪

生电力公司数以百万计的股票，价格多在10美元或者更

低。他在2004年卖掉时其股票已经上涨到25美元左右。

安然，世通，康塞克公司破产案（2002-2004年）

2002年，泰珀购买至少10亿美元、原值为140亿美

元的安然公司不良债务，安然公司最终破产，并将公司

大部分资产归还给债券持有人。

世通公司由于隐瞒亏损误导公众对该公司做出错误

的盈利预期，当它后来拖欠债务时，债券投资者的损失

约为76亿美元，泰珀当时选择了买入。“我买了一些。

这家公司非常庞大，并且有着非常大的营业收入，所以

我可能最终会赚钱。”他当时对《西雅图时报》如是讲。

康塞克公司是一家美国保险公司，在2003年提出

了破产保护，注销了其股票。泰珀趁机购买了大量的廉

价的康塞克债券，该公司在2003年摆脱了破产威胁。

2003年，泰珀基金的收益率为148％。2004年，泰

珀在对冲基金经理薪酬中排名第二，收入为5.1亿美元。

银行（2009年）

泰珀在2009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投资。虽然银行

摇摇欲坠、面临破产，众多投资者相信政府将国有化它

们，泰珀买入了与银行相关的证券，包括普通股、优先

股和次级债务。

2009年，他获得了40多亿美元的收入，基金取得

132.7％的回报。

房地产（2011年）

即使一些房地产大型企业已经破产，泰珀现在已经

转向了这个最让人苦恼的行业。他在2011年第一季度

买入了KB家园（KBH）、D.R.霍顿公司（DHI）、普

尔特集团有限公司（PHM）、Beazer家园公司（BZH）、

Ryland集团公司（RYL）和MASCO公司（MAS）。  

大 卫 - 艾 伦· 泰 珀 (David Alan Tepper) 的

Appaloosa管理公司创立于1993年，自创立以来已经取

得了非常优异的投资业绩，截至2010年底，在过去的5年、

10年和15年，他的公司为投资者带来的回报分别为2.72

倍、14.18倍、36.10倍。 

泰珀也成了亿万富翁，他在2009年由于投资于濒

临破产的美国银行业而获得了40亿美元收益，名声大噪。

实际上，早在之前他就已经在华尔街很有名气了。他在

2003年获得了143%的收益，而且自从他创立Appaloosa

管理公司以来，其投资年均收益接近30%。

泰珀主要专注于不良债权的投资。他倾向于购买面

临危机的公司的不良债务，当公司好转后将其卖掉。

投资电力公司（2001-2004年）

泰珀确信政府不会让银行倒闭的信念来自于一个先

例。在2004年加州电力危机期间，他曾做了类似的投资，

获得了一笔不小的财富。在2000年和2001年，加利福

尼亚州的大片地区面临停电和电力公司破产问题。由于

公司人工操纵关停维护电厂，导致在用电高峰时电力短

缺，然后，他们提高了价格，并允许中间商加价。

政府应对的措施是设定一个零售电价上限，这就迫

使行业销售商处于亏损状态。加利福尼亚州的干旱燥热

和人口增长加剧了事态的发展。因此，太平洋天然气和

电气公司（PCG）最终破产，南加州爱迪生电力公司也

面临破产危机。

加州政府介入，以拯救垂死的电力公司，这些公司

在2001年年初有20多亿美元的债务，其信贷评级已经

如何成为亿万富翁
本刊特�作者 王存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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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珀主要专注于不良债权的投资。他倾向于购买面

临危机的公司的不良债务，当公司好转后将其卖掉。

投资电力公司（2001-2004年）

泰珀确信政府不会让银行倒闭的信念来自于一个先

例。在2004年加州电力危机期间，他曾做了类似的投资，

获得了一笔不小的财富。在2000年和2001年，加利福

尼亚州的大片地区面临停电和电力公司破产问题。由于

公司人工操纵关停维护电厂，导致在用电高峰时电力短

缺，然后，他们提高了价格，并允许中间商加价。

政府应对的措施是设定一个零售电价上限，这就迫

使行业销售商处于亏损状态。加利福尼亚州的干旱燥热

和人口增长加剧了事态的发展。因此，太平洋天然气和

电气公司（PCG）最终破产，南加州爱迪生电力公司也

面临破产危机。

加州政府介入，以拯救垂死的电力公司，这些公司

在2001年年初有20多亿美元的债务，其信贷评级已经

如何成为亿万富翁
本刊特�作者 王存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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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思·卡拉曼（Seth Klarman）是Baupost基金公司总裁。Baupost集
团成立于1983年，该基金从建立到2008年12月31日，26年以来的年
均收益率为16.5%，同期标准普尔500指数收益率为10.1%。在被称为

“失去的十年”的1998年到2008年，Baupost基金的收益率为15.9%，
而同期标准普尔500指数收益率为1.4%。

塞思·卡拉曼 击。“几乎所有的金融危机，都是因为杠杆过高。”

价值投资者必须认识到，杠杆既能放大收益也同

时会放大潜在损失。“由于低估杠杆的威力，我曾经犯

过错误，不过我很幸运，没有将投资搞砸。但是其他

人不一定有这么幸运，所以不要使用太多杠杆。”卡拉

曼说。

他们应该在傲慢和谦逊中保持平衡。“投资者需要

平衡傲慢和谦逊，当你买入的时候，这是一个傲慢的行

为。这意味着，你认为市场会回转，即使有人不停地将

股票卖给我。我买入是因为我知道的比别人多，所以我

坚持自己买入的行为，这是一种傲慢。”他说。“在这种

情况下，投资者还要谦逊的对自己说‘我可能是错的’。”

他们不担心股市是否立刻回转。卡拉曼说他更关心

股票的价值。他承认，在他办公桌上没有彭博终端等数

据库，“我办公室只有一大堆关于公司经营的文件资料，

有一台电脑和一部电话。”作为中长期的投资者，“我们

关心的回落的唯一原因是，这样我们就可以买到更便宜

的东西。”

卡拉曼会在市场下跌的时候选择购买。“我们从波

动中获益，”他说，当其他投资者急于卖出的时候，往

往是他的基金买入的时候。然而，卡拉曼也强调，这是

基于他对公司价值的判断，如果预期公司未来前景不好，

他会待在场外。

对于价值投资者，买比卖容易。“买入相对更容易，

但卖出很难的。”卡拉曼说。这是因为你很难知道何时

撤离是最佳的。

卡拉曼指出，价值投资者不应和坏人拴在一起。这

里他是指看似非常便宜的股票。“很多股票价格便宜是

有原因的，”卡拉曼说，“每个人都不愿意持有那些管理

层凭借自身地位掠夺股东财富的公司。”他说。“有些公

司常年被低估，那可能是因为它们的管理层差劲。公司

良好的管理会增加公司的价值，当公司股票价值低估时，

他们也可以回购股票。而管理不善会伤害到股票。这些

都是我早期的但深刻的教训。”卡拉曼说。  

传奇价值投资者塞思·卡拉曼（Seth Klarman）

一向比较害羞，很少在媒体露面。不过最近他接受了著

名访谈记者查理·罗斯（Charlie Rose）的采访。

价值投资具有“遗传基因”。“我有价值投资的基因，”

卡拉曼说。当市场开始下跌时，很多人惊慌失措反应过

度。“我可以坦然应对，而很多人处于和人类本性的斗

争折磨中。”

价值投资者需要“慢下来”。“如果你能记住股票

不是单纯的一张随风而动的纸片，而是代表了企业未来

收益的一部分，你就能明白投资的意义。”他说，投资

者需要“慢下来”。“如果现在能以非常大的折价购买到

代表公司未来收益的股票，我是否会担心过段时间它会

以更低的价格交易？你很难确定市场明天会给你怎样的

价格，你现在可以做的是买入一部分，然后留下一些资

金等待未来继续买入。”他说，分析是比较容易的部分，

耐心也很重要。

投资是经济学和心理学的交集。“投资需要学习经

济学和心理学。”这是卡拉曼经常告诫商学院学生的内

容。“经济学中关于公司业务估值的问题，不是非常难。

而与心理学所关联的，比如你要买多少？现在的市场价

格是否可以买入？你是否需要等待一个更低的价格？如

果市场看起来像世界末日，你又该如何？这些问题相对

来讲更难一些。”他说。

杰出的价值投资者都知道贪婪会击溃投资者本身。

“价值投资者必须要有耐心，有纪律，但我真的觉得你

更需要的是，不可太贪。”究其原因，他解释说，那些

因为贪婪而使用大杠杆操纵的人往往最终会受到市场打

我有价值投资的基因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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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艾伦·泰珀
(David Alan Tepper)

塞思·卡拉曼
（Seth Klarman）

右一

右二

  大卫-艾伦·泰珀(David Alan Tepper)是Appaloosa管理公司的创始人，这
家对冲基金公司管理着40亿美元的资产。作为Appaloosa管理公司的总裁和创
始人，泰珀在华尔街基金经理中有着长期最好的收益，这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
他在1982年获得了卡耐基梅隆大学工业管理科学硕士。他是一位债务重组的专
家，曾一度被认为是华尔街上最热门的投资者。

被降低至垃圾级别。在2001年1月，国家批准加州电力

部门为南加州爱迪生电力公司购买电力，该公司在2003

年开始恢复自身采购电力的能力。

泰珀从2001年至2003年购买了受灾最严重的爱迪

生电力公司数以百万计的股票，价格多在10美元或者更

低。他在2004年卖掉时其股票已经上涨到25美元左右。

安然，世通，康塞克公司破产案（2002-2004年）

2002年，泰珀购买至少10亿美元、原值为140亿美

元的安然公司不良债务，安然公司最终破产，并将公司

大部分资产归还给债券持有人。

世通公司由于隐瞒亏损误导公众对该公司做出错误

的盈利预期，当它后来拖欠债务时，债券投资者的损失

约为76亿美元，泰珀当时选择了买入。“我买了一些。

这家公司非常庞大，并且有着非常大的营业收入，所以

我可能最终会赚钱。”他当时对《西雅图时报》如是讲。

康塞克公司是一家美国保险公司，在2003年提出

了破产保护，注销了其股票。泰珀趁机购买了大量的廉

价的康塞克债券，该公司在2003年摆脱了破产威胁。

2003年，泰珀基金的收益率为148％。2004年，泰

珀在对冲基金经理薪酬中排名第二，收入为5.1亿美元。

银行（2009年）

泰珀在2009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投资。虽然银行

摇摇欲坠、面临破产，众多投资者相信政府将国有化它

们，泰珀买入了与银行相关的证券，包括普通股、优先

股和次级债务。

2009年，他获得了40多亿美元的收入，基金取得

132.7％的回报。

房地产（2011年）

即使一些房地产大型企业已经破产，泰珀现在已经

转向了这个最让人苦恼的行业。他在2011年第一季度

买入了KB家园（KBH）、D.R.霍顿公司（DHI）、普

尔特集团有限公司（PHM）、Beazer家园公司（BZH）、

Ryland集团公司（RYL）和MASCO公司（MAS）。  

大 卫 - 艾 伦· 泰 珀 (David Alan Tepper) 的

Appaloosa管理公司创立于1993年，自创立以来已经取

得了非常优异的投资业绩，截至2010年底，在过去的5年、

10年和15年，他的公司为投资者带来的回报分别为2.72

倍、14.18倍、36.10倍。 

泰珀也成了亿万富翁，他在2009年由于投资于濒

临破产的美国银行业而获得了40亿美元收益，名声大噪。

实际上，早在之前他就已经在华尔街很有名气了。他在

2003年获得了143%的收益，而且自从他创立Appaloo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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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人工操纵关停维护电厂，导致在用电高峰时电力短

缺，然后，他们提高了价格，并允许中间商加价。

政府应对的措施是设定一个零售电价上限，这就迫

使行业销售商处于亏损状态。加利福尼亚州的干旱燥热

和人口增长加剧了事态的发展。因此，太平洋天然气和

电气公司（PCG）最终破产，南加州爱迪生电力公司也

面临破产危机。

加州政府介入，以拯救垂死的电力公司，这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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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泰珀买入了与银行相关的证券，包括普通股、优先

股和次级债务。

2009年，他获得了40多亿美元的收入，基金取得

132.7％的回报。

房地产（2011年）

即使一些房地产大型企业已经破产，泰珀现在已经

转向了这个最让人苦恼的行业。他在2011年第一季度

买入了KB家园（KBH）、D.R.霍顿公司（DHI）、普

尔特集团有限公司（PHM）、Beazer家园公司（BZH）、

Ryland集团公司（RYL）和MASCO公司（MAS）。  

大 卫 - 艾 伦· 泰 珀 (David Alan Tepper) 的

Appaloosa管理公司创立于1993年，自创立以来已经取

得了非常优异的投资业绩，截至2010年底，在过去的5年、

10年和15年，他的公司为投资者带来的回报分别为2.72

倍、14.18倍、36.10倍。 

泰珀也成了亿万富翁，他在2009年由于投资于濒

临破产的美国银行业而获得了40亿美元收益，名声大噪。

实际上，早在之前他就已经在华尔街很有名气了。他在

2003年获得了143%的收益，而且自从他创立Appaloosa

管理公司以来，其投资年均收益接近30%。

泰珀主要专注于不良债权的投资。他倾向于购买面

临危机的公司的不良债务，当公司好转后将其卖掉。

投资电力公司（2001-2004年）

泰珀确信政府不会让银行倒闭的信念来自于一个先

例。在2004年加州电力危机期间，他曾做了类似的投资，

获得了一笔不小的财富。在2000年和2001年，加利福

尼亚州的大片地区面临停电和电力公司破产问题。由于

公司人工操纵关停维护电厂，导致在用电高峰时电力短

缺，然后，他们提高了价格，并允许中间商加价。

政府应对的措施是设定一个零售电价上限，这就迫

使行业销售商处于亏损状态。加利福尼亚州的干旱燥热

和人口增长加剧了事态的发展。因此，太平洋天然气和

电气公司（PCG）最终破产，南加州爱迪生电力公司也

面临破产危机。

加州政府介入，以拯救垂死的电力公司，这些公司

在2001年年初有20多亿美元的债务，其信贷评级已经

如何成为亿万富翁
本刊特�作者 王存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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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思·卡拉曼（Seth Klarman）是Baupost基金公司总裁。Baupost集
团成立于1983年，该基金从建立到2008年12月31日，26年以来的年
均收益率为16.5%，同期标准普尔500指数收益率为10.1%。在被称为

“失去的十年”的1998年到2008年，Baupost基金的收益率为15.9%，
而同期标准普尔500指数收益率为1.4%。

塞思·卡拉曼 击。“几乎所有的金融危机，都是因为杠杆过高。”

价值投资者必须认识到，杠杆既能放大收益也同

时会放大潜在损失。“由于低估杠杆的威力，我曾经犯

过错误，不过我很幸运，没有将投资搞砸。但是其他

人不一定有这么幸运，所以不要使用太多杠杆。”卡拉

曼说。

他们应该在傲慢和谦逊中保持平衡。“投资者需要

平衡傲慢和谦逊，当你买入的时候，这是一个傲慢的行

为。这意味着，你认为市场会回转，即使有人不停地将

股票卖给我。我买入是因为我知道的比别人多，所以我

坚持自己买入的行为，这是一种傲慢。”他说。“在这种

情况下，投资者还要谦逊的对自己说‘我可能是错的’。”

他们不担心股市是否立刻回转。卡拉曼说他更关心

股票的价值。他承认，在他办公桌上没有彭博终端等数

据库，“我办公室只有一大堆关于公司经营的文件资料，

有一台电脑和一部电话。”作为中长期的投资者，“我们

关心的回落的唯一原因是，这样我们就可以买到更便宜

的东西。”

卡拉曼会在市场下跌的时候选择购买。“我们从波

动中获益，”他说，当其他投资者急于卖出的时候，往

往是他的基金买入的时候。然而，卡拉曼也强调，这是

基于他对公司价值的判断，如果预期公司未来前景不好，

他会待在场外。

对于价值投资者，买比卖容易。“买入相对更容易，

但卖出很难的。”卡拉曼说。这是因为你很难知道何时

撤离是最佳的。

卡拉曼指出，价值投资者不应和坏人拴在一起。这

里他是指看似非常便宜的股票。“很多股票价格便宜是

有原因的，”卡拉曼说，“每个人都不愿意持有那些管理

层凭借自身地位掠夺股东财富的公司。”他说。“有些公

司常年被低估，那可能是因为它们的管理层差劲。公司

良好的管理会增加公司的价值，当公司股票价值低估时，

他们也可以回购股票。而管理不善会伤害到股票。这些

都是我早期的但深刻的教训。”卡拉曼说。  

传奇价值投资者塞思·卡拉曼（Seth Klarman）

一向比较害羞，很少在媒体露面。不过最近他接受了著

名访谈记者查理·罗斯（Charlie Rose）的采访。

价值投资具有“遗传基因”。“我有价值投资的基因，”

卡拉曼说。当市场开始下跌时，很多人惊慌失措反应过

度。“我可以坦然应对，而很多人处于和人类本性的斗

争折磨中。”

价值投资者需要“慢下来”。“如果你能记住股票

不是单纯的一张随风而动的纸片，而是代表了企业未来

收益的一部分，你就能明白投资的意义。”他说，投资

者需要“慢下来”。“如果现在能以非常大的折价购买到

代表公司未来收益的股票，我是否会担心过段时间它会

以更低的价格交易？你很难确定市场明天会给你怎样的

价格，你现在可以做的是买入一部分，然后留下一些资

金等待未来继续买入。”他说，分析是比较容易的部分，

耐心也很重要。

投资是经济学和心理学的交集。“投资需要学习经

济学和心理学。”这是卡拉曼经常告诫商学院学生的内

容。“经济学中关于公司业务估值的问题，不是非常难。

而与心理学所关联的，比如你要买多少？现在的市场价

格是否可以买入？你是否需要等待一个更低的价格？如

果市场看起来像世界末日，你又该如何？这些问题相对

来讲更难一些。”他说。

杰出的价值投资者都知道贪婪会击溃投资者本身。

“价值投资者必须要有耐心，有纪律，但我真的觉得你

更需要的是，不可太贪。”究其原因，他解释说，那些

因为贪婪而使用大杠杆操纵的人往往最终会受到市场打

我有价值投资的基因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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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艾伦·泰珀
(David Alan Tepper)

塞思·卡拉曼
（Seth Klarman）

右一

右二

  大卫-艾伦·泰珀(David Alan Tepper)是Appaloosa管理公司的创始人，这
家对冲基金公司管理着40亿美元的资产。作为Appaloosa管理公司的总裁和创
始人，泰珀在华尔街基金经理中有着长期最好的收益，这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
他在1982年获得了卡耐基梅隆大学工业管理科学硕士。他是一位债务重组的专
家，曾一度被认为是华尔街上最热门的投资者。

被降低至垃圾级别。在2001年1月，国家批准加州电力

部门为南加州爱迪生电力公司购买电力，该公司在2003

年开始恢复自身采购电力的能力。

泰珀从2001年至2003年购买了受灾最严重的爱迪

生电力公司数以百万计的股票，价格多在10美元或者更

低。他在2004年卖掉时其股票已经上涨到25美元左右。

安然，世通，康塞克公司破产案（2002-2004年）

2002年，泰珀购买至少10亿美元、原值为140亿美

元的安然公司不良债务，安然公司最终破产，并将公司

大部分资产归还给债券持有人。

世通公司由于隐瞒亏损误导公众对该公司做出错误

的盈利预期，当它后来拖欠债务时，债券投资者的损失

约为76亿美元，泰珀当时选择了买入。“我买了一些。

这家公司非常庞大，并且有着非常大的营业收入，所以

我可能最终会赚钱。”他当时对《西雅图时报》如是讲。

康塞克公司是一家美国保险公司，在2003年提出

了破产保护，注销了其股票。泰珀趁机购买了大量的廉

价的康塞克债券，该公司在2003年摆脱了破产威胁。

2003年，泰珀基金的收益率为148％。2004年，泰

珀在对冲基金经理薪酬中排名第二，收入为5.1亿美元。

银行（2009年）

泰珀在2009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投资。虽然银行

摇摇欲坠、面临破产，众多投资者相信政府将国有化它

们，泰珀买入了与银行相关的证券，包括普通股、优先

股和次级债务。

2009年，他获得了40多亿美元的收入，基金取得

132.7％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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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人工操纵关停维护电厂，导致在用电高峰时电力短

缺，然后，他们提高了价格，并允许中间商加价。

政府应对的措施是设定一个零售电价上限，这就迫

使行业销售商处于亏损状态。加利福尼亚州的干旱燥热

和人口增长加剧了事态的发展。因此，太平洋天然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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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破产危机。

加州政府介入，以拯救垂死的电力公司，这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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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他在2004年卖掉时其股票已经上涨到25美元左右。

安然，世通，康塞克公司破产案（2002-2004年）

2002年，泰珀购买至少10亿美元、原值为140亿美

元的安然公司不良债务，安然公司最终破产，并将公司

大部分资产归还给债券持有人。

世通公司由于隐瞒亏损误导公众对该公司做出错误

的盈利预期，当它后来拖欠债务时，债券投资者的损失

约为76亿美元，泰珀当时选择了买入。“我买了一些。

这家公司非常庞大，并且有着非常大的营业收入，所以

我可能最终会赚钱。”他当时对《西雅图时报》如是讲。

康塞克公司是一家美国保险公司，在2003年提出

了破产保护，注销了其股票。泰珀趁机购买了大量的廉

价的康塞克债券，该公司在2003年摆脱了破产威胁。

2003年，泰珀基金的收益率为148％。2004年，泰

珀在对冲基金经理薪酬中排名第二，收入为5.1亿美元。

银行（2009年）

泰珀在2009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投资。虽然银行

摇摇欲坠、面临破产，众多投资者相信政府将国有化它

们，泰珀买入了与银行相关的证券，包括普通股、优先

股和次级债务。

2009年，他获得了40多亿美元的收入，基金取得

132.7％的回报。

房地产（2011年）

即使一些房地产大型企业已经破产，泰珀现在已经

转向了这个最让人苦恼的行业。他在2011年第一季度

买入了KB家园（KBH）、D.R.霍顿公司（DHI）、普

尔特集团有限公司（PHM）、Beazer家园公司（BZH）、

Ryland集团公司（RYL）和MASCO公司（MAS）。  

大 卫 - 艾 伦· 泰 珀 (David Alan Tepper) 的

Appaloosa管理公司创立于1993年，自创立以来已经取

得了非常优异的投资业绩，截至2010年底，在过去的5年、

10年和15年，他的公司为投资者带来的回报分别为2.72

倍、14.18倍、36.10倍。 

泰珀也成了亿万富翁，他在2009年由于投资于濒

临破产的美国银行业而获得了40亿美元收益，名声大噪。

实际上，早在之前他就已经在华尔街很有名气了。他在

2003年获得了143%的收益，而且自从他创立Appaloosa

管理公司以来，其投资年均收益接近30%。

泰珀主要专注于不良债权的投资。他倾向于购买面

临危机的公司的不良债务，当公司好转后将其卖掉。

投资电力公司（2001-2004年）

泰珀确信政府不会让银行倒闭的信念来自于一个先

例。在2004年加州电力危机期间，他曾做了类似的投资，

获得了一笔不小的财富。在2000年和2001年，加利福

尼亚州的大片地区面临停电和电力公司破产问题。由于

公司人工操纵关停维护电厂，导致在用电高峰时电力短

缺，然后，他们提高了价格，并允许中间商加价。

政府应对的措施是设定一个零售电价上限，这就迫

使行业销售商处于亏损状态。加利福尼亚州的干旱燥热

和人口增长加剧了事态的发展。因此，太平洋天然气和

电气公司（PCG）最终破产，南加州爱迪生电力公司也

面临破产危机。

加州政府介入，以拯救垂死的电力公司，这些公司

在2001年年初有20多亿美元的债务，其信贷评级已经

如何成为亿万富翁
本刊特�作者 王存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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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思·卡拉曼（Seth Klarman）是Baupost基金公司总裁。Baupost集
团成立于1983年，该基金从建立到2008年12月31日，26年以来的年
均收益率为16.5%，同期标准普尔500指数收益率为10.1%。在被称为

“失去的十年”的1998年到2008年，Baupost基金的收益率为15.9%，
而同期标准普尔500指数收益率为1.4%。

塞思·卡拉曼 击。“几乎所有的金融危机，都是因为杠杆过高。”

价值投资者必须认识到，杠杆既能放大收益也同

时会放大潜在损失。“由于低估杠杆的威力，我曾经犯

过错误，不过我很幸运，没有将投资搞砸。但是其他

人不一定有这么幸运，所以不要使用太多杠杆。”卡拉

曼说。

他们应该在傲慢和谦逊中保持平衡。“投资者需要

平衡傲慢和谦逊，当你买入的时候，这是一个傲慢的行

为。这意味着，你认为市场会回转，即使有人不停地将

股票卖给我。我买入是因为我知道的比别人多，所以我

坚持自己买入的行为，这是一种傲慢。”他说。“在这种

情况下，投资者还要谦逊的对自己说‘我可能是错的’。”

他们不担心股市是否立刻回转。卡拉曼说他更关心

股票的价值。他承认，在他办公桌上没有彭博终端等数

据库，“我办公室只有一大堆关于公司经营的文件资料，

有一台电脑和一部电话。”作为中长期的投资者，“我们

关心的回落的唯一原因是，这样我们就可以买到更便宜

的东西。”

卡拉曼会在市场下跌的时候选择购买。“我们从波

动中获益，”他说，当其他投资者急于卖出的时候，往

往是他的基金买入的时候。然而，卡拉曼也强调，这是

基于他对公司价值的判断，如果预期公司未来前景不好，

他会待在场外。

对于价值投资者，买比卖容易。“买入相对更容易，

但卖出很难的。”卡拉曼说。这是因为你很难知道何时

撤离是最佳的。

卡拉曼指出，价值投资者不应和坏人拴在一起。这

里他是指看似非常便宜的股票。“很多股票价格便宜是

有原因的，”卡拉曼说，“每个人都不愿意持有那些管理

层凭借自身地位掠夺股东财富的公司。”他说。“有些公

司常年被低估，那可能是因为它们的管理层差劲。公司

良好的管理会增加公司的价值，当公司股票价值低估时，

他们也可以回购股票。而管理不善会伤害到股票。这些

都是我早期的但深刻的教训。”卡拉曼说。  

传奇价值投资者塞思·卡拉曼（Seth Klarman）

一向比较害羞，很少在媒体露面。不过最近他接受了著

名访谈记者查理·罗斯（Charlie Rose）的采访。

价值投资具有“遗传基因”。“我有价值投资的基因，”

卡拉曼说。当市场开始下跌时，很多人惊慌失措反应过

度。“我可以坦然应对，而很多人处于和人类本性的斗

争折磨中。”

价值投资者需要“慢下来”。“如果你能记住股票

不是单纯的一张随风而动的纸片，而是代表了企业未来

收益的一部分，你就能明白投资的意义。”他说，投资

者需要“慢下来”。“如果现在能以非常大的折价购买到

代表公司未来收益的股票，我是否会担心过段时间它会

以更低的价格交易？你很难确定市场明天会给你怎样的

价格，你现在可以做的是买入一部分，然后留下一些资

金等待未来继续买入。”他说，分析是比较容易的部分，

耐心也很重要。

投资是经济学和心理学的交集。“投资需要学习经

济学和心理学。”这是卡拉曼经常告诫商学院学生的内

容。“经济学中关于公司业务估值的问题，不是非常难。

而与心理学所关联的，比如你要买多少？现在的市场价

格是否可以买入？你是否需要等待一个更低的价格？如

果市场看起来像世界末日，你又该如何？这些问题相对

来讲更难一些。”他说。

杰出的价值投资者都知道贪婪会击溃投资者本身。

“价值投资者必须要有耐心，有纪律，但我真的觉得你

更需要的是，不可太贪。”究其原因，他解释说，那些

因为贪婪而使用大杠杆操纵的人往往最终会受到市场打

我有价值投资的基因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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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艾伦·泰珀
(David Alan Tepper)

塞思·卡拉曼
（Seth Klarman）

右一

右二

  大卫-艾伦·泰珀(David Alan Tepper)是Appaloosa管理公司的创始人，这
家对冲基金公司管理着40亿美元的资产。作为Appaloosa管理公司的总裁和创
始人，泰珀在华尔街基金经理中有着长期最好的收益，这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
他在1982年获得了卡耐基梅隆大学工业管理科学硕士。他是一位债务重组的专
家，曾一度被认为是华尔街上最热门的投资者。

被降低至垃圾级别。在2001年1月，国家批准加州电力

部门为南加州爱迪生电力公司购买电力，该公司在2003

年开始恢复自身采购电力的能力。

泰珀从2001年至2003年购买了受灾最严重的爱迪

生电力公司数以百万计的股票，价格多在10美元或者更

低。他在2004年卖掉时其股票已经上涨到25美元左右。

安然，世通，康塞克公司破产案（2002-2004年）

2002年，泰珀购买至少10亿美元、原值为140亿美

元的安然公司不良债务，安然公司最终破产，并将公司

大部分资产归还给债券持有人。

世通公司由于隐瞒亏损误导公众对该公司做出错误

的盈利预期，当它后来拖欠债务时，债券投资者的损失

约为76亿美元，泰珀当时选择了买入。“我买了一些。

这家公司非常庞大，并且有着非常大的营业收入，所以

我可能最终会赚钱。”他当时对《西雅图时报》如是讲。

康塞克公司是一家美国保险公司，在2003年提出

了破产保护，注销了其股票。泰珀趁机购买了大量的廉

价的康塞克债券，该公司在2003年摆脱了破产威胁。

2003年，泰珀基金的收益率为148％。2004年，泰

珀在对冲基金经理薪酬中排名第二，收入为5.1亿美元。

银行（2009年）

泰珀在2009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投资。虽然银行

摇摇欲坠、面临破产，众多投资者相信政府将国有化它

们，泰珀买入了与银行相关的证券，包括普通股、优先

股和次级债务。

2009年，他获得了40多亿美元的收入，基金取得

132.7％的回报。

房地产（2011年）

即使一些房地产大型企业已经破产，泰珀现在已经

转向了这个最让人苦恼的行业。他在2011年第一季度

买入了KB家园（KBH）、D.R.霍顿公司（DHI）、普

尔特集团有限公司（PHM）、Beazer家园公司（BZH）、

Ryland集团公司（RYL）和MASCO公司（MAS）。  

大 卫 - 艾 伦· 泰 珀 (David Alan Tepper) 的

Appaloosa管理公司创立于1993年，自创立以来已经取

得了非常优异的投资业绩，截至2010年底，在过去的5年、

10年和15年，他的公司为投资者带来的回报分别为2.72

倍、14.18倍、36.10倍。 

泰珀也成了亿万富翁，他在2009年由于投资于濒

临破产的美国银行业而获得了40亿美元收益，名声大噪。

实际上，早在之前他就已经在华尔街很有名气了。他在

2003年获得了143%的收益，而且自从他创立Appaloosa

管理公司以来，其投资年均收益接近30%。

泰珀主要专注于不良债权的投资。他倾向于购买面

临危机的公司的不良债务，当公司好转后将其卖掉。

投资电力公司（2001-2004年）

泰珀确信政府不会让银行倒闭的信念来自于一个先

例。在2004年加州电力危机期间，他曾做了类似的投资，

获得了一笔不小的财富。在2000年和2001年，加利福

尼亚州的大片地区面临停电和电力公司破产问题。由于

公司人工操纵关停维护电厂，导致在用电高峰时电力短

缺，然后，他们提高了价格，并允许中间商加价。

政府应对的措施是设定一个零售电价上限，这就迫

使行业销售商处于亏损状态。加利福尼亚州的干旱燥热

和人口增长加剧了事态的发展。因此，太平洋天然气和

电气公司（PCG）最终破产，南加州爱迪生电力公司也

面临破产危机。

加州政府介入，以拯救垂死的电力公司，这些公司

在2001年年初有20多亿美元的债务，其信贷评级已经

如何成为亿万富翁
本刊特�作者 王存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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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艾伦·泰珀
(David Alan Tepper)

塞思·卡拉曼
（Seth Klarman）

右一

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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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思·卡拉曼（Seth Klarman）是Baupost基金公司总裁。Baupost集
团成立于1983年，该基金从建立到2008年12月31日，26年以来的年
均收益率为16.5%，同期标准普尔500指数收益率为10.1%。在被称为

“失去的十年”的1998年到2008年，Baupost基金的收益率为15.9%，
而同期标准普尔500指数收益率为1.4%。

塞思·卡拉曼 击。“几乎所有的金融危机，都是因为杠杆过高。”

价值投资者必须认识到，杠杆既能放大收益也同

时会放大潜在损失。“由于低估杠杆的威力，我曾经犯

过错误，不过我很幸运，没有将投资搞砸。但是其他

人不一定有这么幸运，所以不要使用太多杠杆。”卡拉

曼说。

他们应该在傲慢和谦逊中保持平衡。“投资者需要

平衡傲慢和谦逊，当你买入的时候，这是一个傲慢的行

为。这意味着，你认为市场会回转，即使有人不停地将

股票卖给我。我买入是因为我知道的比别人多，所以我

坚持自己买入的行为，这是一种傲慢。”他说。“在这种

情况下，投资者还要谦逊的对自己说‘我可能是错的’。”

他们不担心股市是否立刻回转。卡拉曼说他更关心

股票的价值。他承认，在他办公桌上没有彭博终端等数

据库，“我办公室只有一大堆关于公司经营的文件资料，

有一台电脑和一部电话。”作为中长期的投资者，“我们

关心的回落的唯一原因是，这样我们就可以买到更便宜

的东西。”

卡拉曼会在市场下跌的时候选择购买。“我们从波

动中获益，”他说，当其他投资者急于卖出的时候，往

往是他的基金买入的时候。然而，卡拉曼也强调，这是

基于他对公司价值的判断，如果预期公司未来前景不好，

他会待在场外。

对于价值投资者，买比卖容易。“买入相对更容易，

但卖出很难的。”卡拉曼说。这是因为你很难知道何时

撤离是最佳的。

卡拉曼指出，价值投资者不应和坏人拴在一起。这

里他是指看似非常便宜的股票。“很多股票价格便宜是

有原因的，”卡拉曼说，“每个人都不愿意持有那些管理

层凭借自身地位掠夺股东财富的公司。”他说。“有些公

司常年被低估，那可能是因为它们的管理层差劲。公司

良好的管理会增加公司的价值，当公司股票价值低估时，

他们也可以回购股票。而管理不善会伤害到股票。这些

都是我早期的但深刻的教训。”卡拉曼说。  

传奇价值投资者塞思·卡拉曼（Seth Klarman）

一向比较害羞，很少在媒体露面。不过最近他接受了著

名访谈记者查理·罗斯（Charlie Rose）的采访。

价值投资具有“遗传基因”。“我有价值投资的基因，”

卡拉曼说。当市场开始下跌时，很多人惊慌失措反应过

度。“我可以坦然应对，而很多人处于和人类本性的斗

争折磨中。”

价值投资者需要“慢下来”。“如果你能记住股票

不是单纯的一张随风而动的纸片，而是代表了企业未来

收益的一部分，你就能明白投资的意义。”他说，投资

者需要“慢下来”。“如果现在能以非常大的折价购买到

代表公司未来收益的股票，我是否会担心过段时间它会

以更低的价格交易？你很难确定市场明天会给你怎样的

价格，你现在可以做的是买入一部分，然后留下一些资

金等待未来继续买入。”他说，分析是比较容易的部分，

耐心也很重要。

投资是经济学和心理学的交集。“投资需要学习经

济学和心理学。”这是卡拉曼经常告诫商学院学生的内

容。“经济学中关于公司业务估值的问题，不是非常难。

而与心理学所关联的，比如你要买多少？现在的市场价

格是否可以买入？你是否需要等待一个更低的价格？如

果市场看起来像世界末日，你又该如何？这些问题相对

来讲更难一些。”他说。

杰出的价值投资者都知道贪婪会击溃投资者本身。

“价值投资者必须要有耐心，有纪律，但我真的觉得你

更需要的是，不可太贪。”究其原因，他解释说，那些

因为贪婪而使用大杠杆操纵的人往往最终会受到市场打

我有价值投资的基因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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